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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商總「商學苑」 

『健康生活與知識品味系列-春季班』 
 

現代人在每天緊湊壓力的步調節奏中，常常總是忙碌到迷失了生活的重心與目標，

因而徨徨不知所措，為此，全國商總「商學苑」特別規劃『健康生活與知識品味』

系列課程，將綜合了知性、感性與趣味性的課程一次提供給您，從品味生活的精品

咖啡與培養身心靈的昆達里尼瑜珈，到學習掌握命運的易經占卜，以及提升職場自

我專業能力的稅務課程，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循序漸進的方式用心規劃課程內容、

為學員逐步奠定良好基礎，一方面幫助學員汲取生活中的美學、享受生活，另一方

面又能提升職場自我專業能力。 

 

全國商總「商學苑」特別推出『健康生活與知識品味』系列課程，透過講師豐富的

經驗與知識，以靈活的教學方式，融合紮實的專業，藉由精淬理論與實際的互動，

幫助您在工作職場衝刺之餘，適時保留給自己內在省思與成長空間，傾聽內心的需

求與渴望，摒除外界的紛擾、沈澱身心，與周圍環境取得平衡，建立嶄新的生活態

度與視野，成為擁有自我風格的品味時尚新貴。 

 

 課程目的  

全國商總本著為培育企業人才、厚植企業競爭力、提振產業整體環境的理念帶領下，

特別設立「商學苑」規劃推出『健康生活與知識品味系列-春季班』系列課程。 

目的在提供台灣企業老闆或者是上班族，可以擁有更好的身心生活培養興趣，開創

人生生活目標。 

 

 課程規劃與簡介  

1. 課程規劃：規劃為精品咖啡、昆達里尼瑜珈、易經卜卦、稅務等 4 大主題課程。 

2. 學員對象：一般民眾，對課程有興趣者。 

3. 上課地點：全國商總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6 樓） 

4. 招收人數：依照課程不同而有不同。 

 

 

 

 



 

p. 2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師資 課程日期 
人數 

上限 

課程 

時數 

課程 

費用 

優惠 

費用 

17HR031 
精品咖啡體驗課-認識

手沖咖啡 黃琬琇 
秀婕休閒玩咖負責人 

取得英國 City&Guilds 咖啡師

證照 

通過 SCAE 金杯萃取認證 

堅持手工挑豆、自家烘焙 

3/10 

1900-2200 
20 3 600 500 

17HR032 精品咖啡-基礎班 
3/20~3/31 

一、三、五 

1900-2200 

20 18 9000 8000 

17HR051 精品咖啡-進階班 

黃琬琇 

秀婕休閒玩咖負責人 

陳朝梓 

飲料調製丙級。 

5/2~5/13 

二/四 

1900-2200 

六 

0900-1200 

20 26 12500 11000 

17HR033 昆達里尼瑜珈-基礎篇 

許瑋倫 
昆達里尼教師協會理事 

KRI 昆達里尼研究學院台灣

區總編輯 

昆達里尼覺知孕育(孕婦瑜

伽)、兒童瑜珈教師 

3/22~5/10 

每周三 

1900-2200 

15 24 4500 4000 

17HR034 
一次易經占卜就上手-

基礎 

陳坤廷 
台大、陽明、中國、文化各

大學命理社團指導老師 

陳老師命理諮詢服務 

3/23~5/25 

每周四 

1900-2200 

15 30 10000 8000 

17MA041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 實務講座班 

楊素芳 
專精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部協理 

財團法人企業大學常任講師 

4/12 

周三 

1400-1700 

40 3 1200 1080 

     *商總保留調整課程之權利；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全國商總「商學苑」課程網址：http://roccoc.strikingly.com 

http://roccoc.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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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與優惠  

優惠方案： 

 早鳥價：2017/03/15 前報名者，享有優惠價格。 

 同一公司 2 人(含)以上報名課程者、同時報名二堂(含)以上課程者均享有

優惠價格。 

 線上報名且完成付款程序，始完成報名作業。 

 

報名方式： 

 一律採取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HdbD1w】 

 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精品咖啡體驗課

-認識手沖咖啡 

全國商業總會商學苑特別規劃「咖啡體驗課程」，讓您認識精品

咖啡及不同的萃取方式，同時可以體驗手沖咖啡的小確幸~讓認

真的您品味人生，享受生活。 

精品咖啡基礎班 

咖啡已深植臺灣的生活當中，介紹咖啡的基本知識與辨識方

法，再配合以適當的烹煮咖啡的器具以及技術，得到最原始且

充滿濃郁香味的咖啡。 

精品咖啡進階班 

本課程將讓您了解各類手沖咖啡濾杯器具、各類咖啡器具、水

溫與萃取的關係、水流與風味影響、金杯準則及杯測介紹及體

驗，講師教學強調實作，還有有趣的烘豆體驗，讓您深入咖啡

殿堂人生進階。 

昆達里尼瑜珈 -

基礎班 

昆達里尼是世界上古老的瑜珈，與ㄧ般人認知的運動瑜珈有所

不同，昆達里尼瑜珈是透過各種技法以及意志，平衡身心生活。

用以平衡腺體系統、強化神經系統、增強肺功能並淨化血液。

瑜珈平衡肉體、心靈與靈魂。透過瑜珈的基礎練習一窺古老神

秘瑜珈的門徑。 

一次易經占卜就

上手-基礎班 

介紹八卦的基本原理，介紹每一卦的基本知識以及運用方式，

透過好學易懂的卜卦方法，可以透過實戰的機會瞭解卜卦的原

理進而運用本班所提供的講義，讓自己可以｢算命不求人｣。 

105 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申報 

實務講座班 

新的報稅年度即將到來，針對公司企業介紹新制的稅務和過去

有何不同，報稅的技巧以及表格，透過深入淺出的介紹讓您的

報稅不再有任何的問題。 

線上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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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說明  

 

 繳費日期：請於接獲「報名確認通知」電子郵件後 3 個工作日內完成繳費。 

 

 繳費方式：一律採取匯款方式。 

戶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復興分行 

帳號：銀行代碼：050   帳號：070-12-051071 
 
 
 
 

 報名注意事項  

 

 課程費用包含：學費、教材費(備註:依據各科教學需求學員另行自備或選購

教)。 

 上課前將以 E-Mail 寄發上課通知單，若未收到確認通知，煩請來電告知。 

 課程相關之師資、內容、時間以及場地等，將視最佳狀況進行調整及安排，主

辦單位保有變更之權利。 

 如因學員個人因素，於開課前辦理退費者，將收取課程費用百分之二十，餘者

退還學員。已開課但未逾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將退還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

（若須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若

已逾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則不予退費。 

 本課程若未達開班人數，或因不可抗拒事故，本會得擇期延後開班或暫停開班 

(全額退費)。 

 聯絡&資訊  

 

聯絡人：魏小姐 (分機 311)  E-Mail：cathe@roccoc.org.tw 

    陳小姐 (分機 209)  E-Mail：erin@roccoc.org.tw 

        許先生 (分機 310)  E-Mail：khh@roccoc.org.tw 

電 話：(02)2701-2671 ； 傳 真：(02)2701-2595 

 

全國商總「商學苑」課程網址：http://roccoc.strikingly.com 

 

一律採取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HdbD1w 

 

【備註說明】 

請於完成匯款後，將您

的繳款明細表，以傳真

或電子檔回覆本會，以

確保您匯款成功，方便

查詢。 

線上報名 QR code 

http://roccoc.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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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商總「商學苑」 

『健康生活與知識品味系列-春季班』課程報名表 

 

 

 

 

 

公司名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員資料： 

姓  名(1)  職稱  

部  門  

聯絡電話／手機  E-mail  

姓  名(2)  職稱  

部  門  

聯絡電話／手機  E-mail  

（以上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 

聯絡人（如有，請填寫）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已詳閱課程費用及注意事項，瞭解課程費用包含之項目、自費項目及同意相關報名須知及辦法 

□ 咖啡體驗(17HR031) 共 _____ 位 □ 精品咖啡-基礎班
(17HR032) 

共 _____ 位 

□ 精品咖啡-進階班
(17HR051) 

共 _____ 位 □ 昆達里尼瑜珈
(17HR033) 

共 _____ 位 

□ 易經卜卦(17HR034) 共 _____ 位 □ 所得稅申報實務講座
班(17MA041) 

共 _____ 位 

資訊來源：□商學苑網站  □本會 DM  □公會轉知  □同事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方式：一律採取匯款方式。 

  戶 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銀 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復興分行 

  帳 號：銀行代碼【050】  帳號：070-12-051071 

聯絡人：魏小姐 (分機 311)  E-Mail：cathe@roccoc.org.tw 

    陳小姐 (分機 209)  E-Mail：erin@roccoc.org.tw 

       許先生 (分機 310)  E-Mail：khh@roccoc.org.tw 

電 話：(02)2701-2671    傳 真：(02)2701-2595 

全國商總「商學苑」課程網址：http://roccoc.strikingly.com 

 

 

【備註說明】 

請於完成匯款後，將您的繳款明細表

以傳真或電子檔方式回覆本會，確保

您匯款成功，並方便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