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心
2017秋季英(外)語文進修班課程表
★平日班★
課程名稱

課程時段

學費

多益基礎
養成班(長期)

106/10/11~107/1/24(48hrs)
週三 6:30pm~9:30pm

針對多益測驗初學者，從基礎打底培養多益實戰應考能力，從無到有循序漸進了解多益測驗
7200
並掌握必考題型。(提供免費模考，日期另行通知)

課程內容

多益測驗
攻略班(短期)

106/10/5~106/12/14 (33hrs)
週四 6:30pm~9:30pm

5300

強化既有多益英語能力，包括多益必考字彙、多國口音聽力分析、常用文法理解記憶、閱讀
技巧解析等訓練。(提供免費模考，日期另行通知)

實用日語
入門班(上午)

106/9/7~106/11/9(30hrs)
週四早上 9:00am~12:00am

5000

[1] 日語五十音發音練習、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正音、本課程著重於練習慣用句型以培養語感
，較少文法說明，適合零基礎學習者旁養興趣。

實用日語
基礎班(上午)

106/9/8~106/11/10(30hrs)
週五早上 9:00am~12:00am

5000

[2] 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正音、本課程著重於練習慣用句型以培養語感，較少文法說明，適合
上完入門班或已稍有概念的學習者。(接續入門班課程)

實用日語
入門班

106/10/17~106/12/19 (30hrs)
週二 6:30pm~9:30pm

5000

[1] 日語五十音發音練習、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正音、本課程著重於練習慣用句型以培養語感
，較少文法說明，適合零基礎學習者旁養興趣。

實用日語
基礎班

106/8/24~106/10/26 (30hrs)
週四 6:30pm~9:30pm

5000

[2] 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正音、本課程著重於練習慣用句型以培養語感，較少文法說明，適合
上完入門班或已稍有概念的學習者。(接續入門班課程)

實用日語
初級班1

106/10/11~106/12/13(30hrs)
週三 6:30pm~9:30pm

5000

[3] 動詞活用、音便、時態、て形、常體...等文法說明，比入門及基礎班更重視文法概念，適
合想認真學習日語結構的學習者。(接續基礎班課程)

實用日語
初級班2

106/8/31~106/11/2(30hrs)
週四 6:30pm~9:30pm

5000

[4] 動詞原形、授受動詞…等文法說明，著重於原形的各種用法，學習如何接續、讓句子更長
更自然，適合想了解動詞原形的學習者。(接續初級班1課程)

實用日語
進階班

106/10/11~106/12/13(30hrs)
週三 6:30pm~9:30pm

5000

[5]銜接初階日文基礎並提升進階日文的句型及文法，加入多元的會話運用，加強訓練日文聽
說讀寫能力，並能閱讀簡單文章…等。(接續初級班2課程)

越語入門班

106/9/26~106/12/5 (30hrs)
週二 6:30pm~9:30pm

5000

[1] 學習如何發音及越文單字拼音，並有對話情境體驗，學會日常生活基本句型與文章語法。
適合初學者或已學會基本拼音者。

越語基礎班

106/10/11~106/12/13(30hrs)
週三 6:30pm~9:30pm

5000

[2] 衍接入門班課程，學習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並學會基本文章語法。適合上完入門班或已
稍有概念的學習者

韓語入門班

106/10/11~106/12/13(30hrs)
週三 6:30pm~9:30pm

5000

基本韓語發音練習、常用字彙，訓練基礎生活會話。

英語會話班

106/10/17~106/12/19 (30hrs)
週二 6:30pm~9:30pm

5300

主題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含基本句型、字彙及情境對話等練習，訓練英語會話基本能
力。(中師或外師授課)

多益基礎
養成班(長期)

106/10/14~107/1/27 (48hrs)
週六 9:00am~12:00am

多益測驗
攻略班(短期)

106/10/14~106/12/23 (33hrs)
週六 9:00am~12:00am

5300

強化既有多益英語能力，包括多益必考字彙、多國口音聽力分析、常用文法理解記憶、閱讀
技巧解析等訓練。(提供免費模考，日期另行通知)

實用日語
入門班

106/10/14~106/12/16 (30hrs)
週六 9:00am~12:00am

5000

[1] 日語五十音發音練習、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正音、本課程著重於練習慣用句型以培養語感
，較少文法說明，適合零基礎學習者旁養興趣。

越語入門班

106/10/21~106/12/30 (30hrs)
週六 1:00pm~4:00pm

5000

[1] 學習如何發音及越文單字拼音，並有對話情境體驗，學會日常生活基本句型與文章語法。
適合初學者或已學會基本拼音者。

越語基礎班

106/9/9~106/11/18 (30hrs)
週六1:00pm~4:00pm

5000

泰語入門班

106/10/21~106/12/30 (30hrs)
週六 1:00pm~4:00pm

韓語入門班

106/10/21~106/12/30 (30hrs)
週六 1:00pm~4:00pm

5000

基本韓語發音練習、常用字彙，訓練基礎生活會話。

英語文法班

106/10/21~106/12/30 (30hrs)
週六 1:00pm~4:00pm

5000

解析英語文法架構，難度採由淺入深教法，循序漸進全面掌握文法邏輯。

英語會話班

106/10/14~106/12/16 (30hrs)
週六 9:00am~12:00am

5300

主題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含基本句型、字彙及情境對話等練習，訓練英語會話基本能
力。(中師或外師授課)

★週末班★
針對多益測驗初學者，從基礎打底培養多益實戰應考能力，從無到有循序漸進了解多益測驗
7200
並掌握必考題型。 (提供免費模考，日期另行通知)

[2] 衍接入門班課程，學習常用字彙及生活會話，並學會基本文章語法。適合上完入門班或已
稍有概念的學習者
學習基本發音及單字拼音，並有對話情境練習，另增加日常生活對話與基本文章語法。適合
5000
初學者。

一、現場報名繳費：
1、時間：週一與週五9:00~18:00，週二至週四9:00~21:00，
週六9:00~17:30，週日例假日恕不受理。
2、地點：高雄大學語文中心辦公室 (大學西路工學院一樓) 。

二、通訊報名：
1、函寄地址：高雄市811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國立高雄大
學語文中心收。
2、所需資料：
(1)身份證件正反面影本。
(2)一吋照片兩張。
(3)填妥完整之報名表 。 (可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
(4)與學費同額之郵局匯票(抬頭：國立高雄大學)；收據於開
課後通知領取。
(5)本人帳戶影本。(如未開課將退回全額學費)

三、連繫方式：
TEL：(07)591-9257；591-9259
FAX：(07)591-9258
★另有英外語文、華語文個人家教班、企業專班，
課程與時間自訂，歡迎來電詢問!
語文中心網址：http://www2.nuk.edu.tw/clc/lc/

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心英〈
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心英〈外〉語文進修班報名簡章

報名及註冊：
報名及註冊：即日起額滿為止。
即日起額滿為止。
1.現場報名
現場報名：
現場報名：
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21:00，週六 9:00~12:00，週日例假日恕不受理。
地點：高雄大學語文中心辦公室 (本校工學院大樓一樓) 。
註冊：報名當天即辦理註冊繳費，並領取收據；額滿或至開課日為止。
所需資料：

(1)身份證件正反面影本（本校學生請影印學生證正反面）；(2)一吋照片二張；
(3)填妥報名表；(4) 繳交學費（請參考課程表）(5)本人退費帳戶影本

2.通訊報名
通訊報名：
通訊報名：
所需資料：

(1)身份證件正反面影本（本校學生請影印學生證正反面）；

(2)一吋照片二張；

(3)填妥報名表； (4) 與學費同額之郵局匯票(抬頭
抬頭:國立高雄大學
抬頭 國立高雄大學)；收據於開課時領取。
國立高雄大學
(5)本人退費帳戶影本
請備妥以上資料函寄以下地址：
高雄市 811 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心收。

其他規定辦法：
其他規定辦法：
1.轉班規定：開課二週內
開課二週內因故轉班者，經同意後，可轉入未額滿之班級（限轉班一次），逾期恕不受理。
開課二週內
2.延期規定：開課二週內
開課二週內因故辦理延期者，請至語文中心填寫延期申請單，並繳回當期學員證；延期以一次為
開課二週內
限（延期後不得再申請辦理退費
延期後不得再申請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退費。
延期後不得再申請辦理退費
3.退費規定：註冊繳費後因故不能就讀者，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退費；申請退費時，須檢附原繳費收據並加
註報名者帳戶資料，以利匯款。規定如下：
開課前(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
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
開班上課日前

所繳費用之百分之九十

開課後(自開班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未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申請退費者)
未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所繳費用之二分之一

開課後(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已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始申請退費者)
已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不予退費

4.未開班退費：所報班級因故無法開班者，本中心將統一辦理全額退費，並匯至各學員帳號。
5.開班規定：每班滿十五人開班，恕不接受旁聽及試聽。
6.證書發放：修業期滿，經考試合格者，由本校發給結業證書，成績不及格或缺課時數超過四分之一以上者不
發給結業證書。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詳細上課教室於開課日當日公佈，並貼於語文中心門口之公佈欄。
2.凡遇天災
2.凡遇天災，
凡遇天災，請學員自行收聽廣播或電視新聞報導，
請學員自行收聽廣播或電視新聞報導，不再另行通知。
不再另行通知。
3.天災停課，依規定不予補課。

折扣優待:
折扣優待 合下列規定者，憑相關證件可享學費折扣優待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及學生

原價減 500 元

服務證、學生證

本校在職教職員眷屬

原價減 400 元

身份證明文件

本校畢業校友或各單位開辦推廣教育舊學員

原價減 400 元

校友證或畢業證書或學員證

團體報名(三人含以上)

原價減 500 元

報名前請將報名表傳真至本中心

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心

電話：07-5919257

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電話：07-5919107~9

傳真：07-5919258

http://www2.nuk.edu.tw/clc/lc/index.htm

傳真：07-5919110

http://nft01.nuk.edu.tw/cpu/index.html

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心
期別

2017 秋季英外語文進修班

報名日期
學號

背面請寫明姓名,

報名班別：
姓名：

(本中心填寫)

一吋照片 2 張

英文名:

班號,

性別：

浮貼於此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
服務單位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所：

聯絡電話 (O)

訊息來源

(H)

網站 傳單 報紙

肄/畢
(M)

(E-mail)務必填寫

應附資料 1.( )繳費 2.( )一吋照片 2 張 3.( )身分證(影本) 4.( ) 退費帳號存摺影本 5.( )折扣證明

語言檢定 多益：

收據號碼

金

折扣核定

分、英檢：

級(初複)、日檢：

額

級、其他：

備註：

1.退費規定：註冊繳費後因故不能就讀者，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退費；申請退費時，須檢附原繳費
收據並加註報名者帳戶資料，以利匯款。規定如下：

相關
規定

開課前(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
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
開班上課日前

所繳費用之百分之九十

開課後(自開班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未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申請退費者)
未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所繳費用之二分之一

開課後(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已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始申請退費者)
已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

不予退費

2.證書發放：修業期滿，由本校發給結業證書。成績不及格或缺席時數逾四分之一者，不予發給結業證書。
3.颱風假規定：如遇高雄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課，課程停課乙次，不再通知。如需補課，將另行通知補課時間。

請浮貼身份證或學生證

請浮貼身份證或學生證

正面影本

反面影本

我已詳閱相關規定內容，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