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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教學中心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2019 外語進修暑期日間密集班非學分班招生簡章 

（2019/07 & 2019/08） 

 

暑期日間密集班第 101期 

報名日期：請盡早完成報名並繳費，以免向隅！新生三人以上團報有優惠喔！ 

 7月份：即日起 ~ 開課前 2天。 

 8月份：即日起 ~ 2019/07/28（日）止。 

 

 

 

 

 

 

 

課程特色： 

師資陣容堅強，由本處聘任實務及教學經驗豐富之師資群授課。 

小班制教學，效果加倍。 

平價又優質的學習。 

招生對象：不限年齡，歡迎有志學習者踴躍參加報名。 

上課地點：校本部－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號。(國際研究大樓，鄰近行政區) 

※ 報名並實際參與課程可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 請先繳交報名表再至「線上收款管理系統」自行產出繳費單並完成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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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日間密集班第 101期   課程期間：2019/07/ ~ 2019/08日間 

 

【英語檢定課程】             (註：本中心保留各班授課教師更換教材之權利。) 

多益測驗檢定班（報名及繳費人數需達 10人方可開班） 
★ 2019年多益測驗考試日期：4/28、5/26、6/23、7/28、8/25、9/29、10/27、11/17、12/22。 

★ 國內外各大企業員工英語能力管理工具；各大專院校推甄入學考、畢業門檻之英語能力指標。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期間 
學費 

(書費另計) 
課程內容 

TOEIC 
（August） 

8月多益測驗
班 

TOEIC 

每週二、四、六 

14:00 ~ 17:00 

08/01 ~ 08/31 (14) 

5,600 

透過本多益課程不但能有系統幫您穩固文法概

念及聽力，更能加強多益考試技巧，讓您成為多

益的高分考生。 

授課老師：吳美芳 老師 

教材：Mastering TOEIC Skills with MP3 CD/1片 

建議售價：新台幣 500元 

ISBN 碼：9781944879785 東華書局 

出版社：Seed Learning 

 

 

【西語研習班】                (註：本中心保留各班授課教師更換教材之權利。)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學費 課程內容 

SP-July 

入門西班牙體驗營 

Spanish 

(2-day camp) 

週四、週六 

09:10 ~ 12:00 

7/18、7/20 
2,000 

由授課老師由淺入深的方式讓學員體驗西班牙

之異國文化，進一步介紹西班牙語之字彙、日

常用語。透過有趣的教學法，讓學員一邊體驗

西班牙式生活態度，一邊培養學員之西班牙語

溝通能力。協助學員能說出一口流利的西語。

***全英文授課*** 

【教材：教師自編講義】(本課程適合 0基礎者) 

授課老師：阿根廷籍 Fernando 老師 

SP-A1 

(August) 

A1級別西班牙語 

Spanish 

(A1) 

週二、四、六 

09:10 ~ 12:00 

08/01 ~ 08/29 (12) 
4,800 

從日常生活字彙、慣用語、複雜句型…等進行

引導式教學。對應 CEFR（歐洲語言共同能力

標準）A1入門等級。***全英文授課*** 

【教材：教師自編講義】 

授課老師：阿根廷籍 Fernando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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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進修班】               (註：本中心保留各班授課教師更換教材之權利。)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學費 課程內容 

JP-E 
(August) 

暑期初級日語 

Japanese 

(Elementary) 

週一、三 

09:10 ~ 12:00 

08/05 ~ 08/28 (8) 

4,000 

從五十音開始教起。適合 0基礎，想學習日語者修習。 

教  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ISBN：978-986-321-087-0（初級 I） 

建議售價：新台幣 400元 

授課老師：陳世銘 老師 

 

 

 

【越南語暨文化研習班】           (註：本中心保留各班授課教師更換教材之權利。)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學費 課程內容 

V-July 

入門越南語 

體驗日 

Fun in 

Vietnamese 

週六 

10:00 ~ 12:00 

07/20 

1,000 

授課老師將透過有趣、體驗式等教學方法帶領

學員體驗越南特有傳統文化。體驗課將實際穿

著越南傳統服飾並搭配一系列越南語字母發

音教學與相關課堂活動等進行教學。學員體驗

文化的同時也能學習到越南語的基本結構。期

望藉由邊玩邊學習的上課形式能讓參與者發

現越南語的美！(本課程適合 0基礎者) 

授課老師：楊氏丁玉妝 老師 

V-E 

(August) 

暑期初級越南語 

Vietnamese 

(Elementary) 

週一、三、六 

13:30 ~ 16:20 

08/03 ~ 08/31 (13) 

5,000 

發音規則、基礎句型、教授越南語基本概念並

進行大量實操，密集課程，鞏固學習品質。培

養前進東南亞之未來之星！ 

【教材：越南語（一）ISBN：9789866585340】 

建議售價：新台幣 500元 

授課老師：楊氏丁玉妝 老師 

 

  



聯絡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教學中心（國研大樓 4樓 4001-1） 

洽詢電話：(07)525-2000轉 2702     傳真電話：(07)525-2017 

網    址：http://fltc-ogiaca.nsysu.edu.tw/   E-mail：fltcaa@mail.nsysu.edu.tw   P.5 

報名相關資訊： 

一、報名須繳交之相關資料: 

1. 報名表 

（可 E-mail至本中心信箱: fltcaa@mail.nsysu.edu.tw） 

2. 書籍費用：依該課程老師實際上課教材、訂購數量、書商是否給予中心

折扣而定，於上課時繳交現金。 

3. 停車證費用：3個月期-汽車 500元 

               (中山大學海堤停車費，請於開課前辦理) 

【說明】為避免愛車遭受拖吊或無法進入停車場，請務必依規定申請停車證。 

學費、停車證、書籍費用務必分開繳交。通行證一經申請辦理，恕不退費。 

 

二、報名可採下列三種： 

1. 傳真報名：下載報名表，填寫後傳真至 07-525-2017，再至中山大學線上

繳款網頁繳費。 

2. 現場報名：請攜帶報名相關資料，直接至外國語文教學中心(國研大樓 4

樓 4001-1室)報名。 

3. e-mail報名：請填妥報名表，直接 e-mail至 fltcaa@mail.nsysu.edu.tw 即

可。 

 

學費優惠方式： 

＊本校及中山大學學生、校友、教職員工、外貿國際企業經營班、外語中心舊

學員，憑證件學費九折優待。【擇一身份優待，限本人】 

＊新生同時報名二班，第二班(價低者)學費九折優惠。 

＊團體報名(三人以上同時報名)享九五折優惠。 

【限報名同一班別，已享「身分優惠」者恕不再適用團體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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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費繳費方式： 

※請僅以下列方法繳交學費部分，書籍費與停車證費用請另行現場繳交現金。 

   線上列印繳費單至台灣銀行臨櫃/便利商店繳款或 ATM轉帳： 

至中山大學線上繳款網頁：https://payment.nsysu.edu.tw/olprs70/pay.asp 

收款單位點選「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收款款別點選「暑期日間密

集班第 101期」確認送出輸入「姓名」、「e-mail」及「金額(享優惠

者請直接輸入折扣金額)」確認送出列印繳費單至臺灣銀行臨櫃繳款、

自動提款機 ATM轉帳或便利商店繳費(手續費 6元)。 

開  課： 

1. 開課與否請於開課前自行上網查詢或來電洽詢。 

（開課與否需視實際完成繳費之人數而定） 

2. 確認開課之班別將逕行寄發開課通知(e-mail)給已報名的學員通知相關上

課事宜。 

3. 請儘早完成報名並完成繳費，以便統計人數確認班別開課事宜。 

4. 若欲額滿情況，將依報名且完成繳費者之次序優先受理。 

停  課： 

若遇颱風或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本課程之停課與否依照高雄市政府人事行

政局之公告為準，若高雄市為停班或停課，則課程停止上課一次，課程順延，

恕不另行個別通知。 

退費相關注意事項： 

一、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條辦理) 

1. 第一次開課前申請退費，退學費之九成。 

2.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 

3. 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4. 若因招生不足無法如期開班，本處有權停開，所繳費用以電匯方式無息退

還（匯款手續費除外），學員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退費方式： 

請於退費期限內填寫退費申請書(自網站下載)、繳回收據正本並繳交在台金

融單位存摺封面影本。(銀行請附上分行名稱) 

請注意：非郵局或台灣銀行帳戶，將自付手續費 NT$30元。 

轉班、延期申請須知：(請自行至網站下載轉班申請書) 

1. 開課三堂內，可申請轉入其他相同語系、不同程度且尚未額滿之班級，並

以一次為限。轉班者，恕不接受原班之書籍退換且不得再要求退費；開課

三堂後恕不接受轉班。 

   2. 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者，請於開課前辦理保留延期，並以一次為限，辦 

     理延期、轉班或轉讓後不得再要求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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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業： 

學員修讀期滿且成績及格，由本校發給中、英文結業證明書，惟缺課超過三分

之一以上(含請假時數)或成績不及格者，恕不發給結業證明書。結業證書之班別

名稱已結業班級為準。 

請注意：本結業證明書無法做為抵免（修）學分之用。 

※本課程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課程結束後，由本處統一登錄）。 

 

其他重要注意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 

1. 所有課程恕不接受旁聽，試聽僅限該課程第一次上課，並須提前報名、繳

交試聽費用。試聽費用之多寡以現場公布為原則，試聽後若確認報名，試

聽費可由學費中扣除。(試聽費不退費且須於班級有餘額時始開放試聽。) 

請注意：採試聽方式後確認報名者，恕不適用任一學費優惠方式。 

2. 上課學員請攜帶收據以備查驗。 

3. 本校非學分班學員不發放學員證。 

4. 因颱風或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者，將另擇日補課或課程順延。因個人

因素請假/缺課者，無法補課。 

5. 請務必於每堂課上簽到，將作為結業證書發放與否之重要依據。 

6. 歡迎團體/企業包班，詳情請來電(07)525-2000分機 2702洽詢。 

7. 本中心保留更換教師及各授課教師更換教材之權利。 

8.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本中心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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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教學中心外語進修班報名表 

期    別 □ 暑期日間密集班第 101期 

班別編號  班別名稱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      女 □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護照英文姓名 
 

(結業證書用) 

通訊地址 

□□□-□□（務必填妥 3+2郵遞區號，可至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查詢專區>郵務業務>3+2 郵遞區號查詢」查詢） 

 

(掛號寄送結業證書，無法投遞致退件者請自行至本處領取) 

聯絡電話 
公：(   )                                行動電話： 

宅：(   )                                傳    真：(   ) 

服務機關  職  稱  

登錄公務員時數 □ 是  □ 否       (非公務人員者免填) 

E-MAIL 
 

(請確實正楷填寫 e-mail 位置並避免填寫 hotmail,yahoo 等免費信箱，以免漏失重要開課通知) 

學    歷 

                                    畢業                               科 

                              學校  肄業                               系 

                                    在學中                             所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您是否同意本校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以

供日後提供相關課程服務？ □同意 □不同意 

您是透過什麼

方式得知此課

程？(可複選) 

□國立中山大學推廣教育課程資訊入口網 (https://ceo-ogiaca.nsysu.edu.tw/) 

□外國語文教學中心官方網站 (http://fltc-ogiaca.nsysu.edu.tw/) 

□外國語文教學中心 Facebook 粉絲專頁 (搜尋：fltcaa) 

□「中山大小事」Facebook 社團內貼文公告 

□1111進修網    □透過參加推廣教育組所舉辦之免費講座得知 

□校園布告欄    □電子信箱 

□親朋好友告知   □其他 (請詳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山大學及附中教職員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聲明欄 

1. 本人已詳閱簡章所載各項規定，並願意確實遵守。 

2.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屬實。 

特此聲明 

                                        

      簽   名             日    期 

(未簽名者恕不受理) 

以下由承辦人員填寫 

收費金額：$                          收費日期：                   優待身份別：□在校生     □校友 

收據號碼：                           經辦人員：                               □本校教職員 □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