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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中山大學 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 

Office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ffair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DIY 手工藝創作班』招生簡章 
 

【本期特色課程與內容】 

單元 上課時間 課程主題介紹 費用

訂情戒

DIY 

10/18(日) 
10:00~16:00 

你如何對另一半表達愛意呢？送再多的

名牌包及享用大餐，也不及親手打造的銀

戒指。 

一枚銀戒指表達濃濃的情意，畫出你喜歡

的樣子，打造專屬的訂情戒！ 

NTD

3,200

愛睏貓

頭鷹燈 

10/19(一) 
09:30~15:30 

貓頭鷹，夜的守護神。別人睡覺牠只能張眼

看，看久了自然也會睏得不得了～ 

貓頭鷹將要化身成為催眠小萌物，看到它你

將越夜越愛睏！催眠小萌物就是那麼惹人

睡～ 

 

本課程採複合式媒材，一點點木工加上一點

點金工，這回再加入插畫元素。 

在課程中將教你如何將插畫融入在木工技

法中，以及如何將銅片鍛敲出插畫風格，做

出自己風格的小萌物！ 

NTD

3,900

師資介紹：小物學堂職人老師團隊/擅長金工、木工與插畫，堪稱『生活中小幸福的創造者』； 

擅將不同材質結合在一起，每每能帶領大家創作出精緻又驚奇的生活小物。 

招生對象：對手工藝品創作有興趣之社會大眾。 

招生人數：採小班精緻教學，共 4 班，每班 10 人，額滿為止。 

上課時間：自 104 年 10 月 18 日或 10 月 19 日。 

上課時數：每班 6 小時。 

上課地點：國立中山大學校本部【高雄市鼓山區蓮海路 70 號】。 

收費標準：每班 3,200~3,900 元整 (按報名班次繳費，每班均含講師費、材料費、機器使用費) 。 

※ 報名優惠：（1.2 項請擇一辦理） 

1、凡一次報名本班 2 堂課者可享有 85 折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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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工直系親屬憑證 95 折優惠。 

※ 請先報名以便統計人數並確定開班與否。 

報名相關資訊： 

一、報名期限：即日起至開課日前 3 日，額滿為止。 

二、繳費期限：即日起至開課日前。 

三、報名可採下列方式： 

1.E-mail 報名：請先至本處網頁http://oiccea.nsysu.edu.tw/ 下載本班報名表(附於簡章後)， 

             填寫後 E-mail 至本處信箱: chingyun@mail.nsysu.edu.tw， 

                   主旨請標明：報名『DIY 手工藝創作班』。 

2.傳真報名：下載 報名表，填寫後傳真至 07-5252017，再至中山大學線上繳款網頁繳費。 

3.現場報名：請攜帶報名相關資料，直接至本校產學處推廣教育組(國際研究大樓 4 樓)報名。 

四、學費繳費方式： 

    線上列印繳費單： 

至中山大學線上繳款網頁：http://140.117.13.70/OLPRS/pay.asp  收款單位點選「產學營

運及推廣教育處」，收款款別點選「DIY 手工藝創作班」 確認送出  輸入「姓名」

及「金額」點選 ATM 轉帳  確認送出  列印繳費單  至臺灣銀行或超商臨櫃繳

款或至自動提款機 ATM 繳款。 

退費相關注意事項： 

    一、退費標準：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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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不予退還。 

  二、退費方式： 

    請填寫退費申請書、退還收據正本並繳交在台金融單位存摺影本封面。 

        請注意：非郵局或臺灣銀行帳戶，將自付手續費 NT$30 元。 

其他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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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除外）。請注意：非郵局或臺灣銀行帳戶，將自付手續費 NT$30 元。 

(2)本班無補課機制，課程均須於當期修習完畢。 

(3)發生自然災害時（颱風、地震等），為學員安全起見，依高雄市政府或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宣佈高雄市各機關不上課者，推教班也停課，課程順延。 

(4)本簡章若有未盡事宜，本處保留得以隨時修改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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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中山大學 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 

Office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ffair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DIY 手工藝創作班』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同) （結業證書用）

出生年

月日 
 

身份證字號  性   別 □男   □女 學 歷  

通訊地址  

服務機關  職 稱  

連絡電話 
(公)               (宅) 

(手機) 

傳真 

電話 
 

E-mail 
(寄上課通知) 

 

報名班別 □10/18(日)訂情戒 DIY   □10/19(一)愛睏貓頭鷹燈 

適用優惠 □一次報名 2 堂課 85 折 優惠   □本校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工直系親屬

此欄由承辦 

人員填寫 

收費金額：$                         收費日期：                    

 

經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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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線上收付款系統連線繳費使用說明 
 

一、先登入線上繳款網頁： 

http://140.117.13.70/OLPRS/pay.asp 
 

二、選擇收款單位（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及收款款別（DIY 手工藝創作班），再按「確認送出」。 

 

三、輸入付款人姓名與付款資料：填入姓名、身分証號碼、金額，收據須另立抬頭名稱者(例如：以

單位名稱開立)，請鍵入所需名稱，再按「確認」送出。 

 

四、付款資料確認：資料無誤請按「確認」，若有錯誤則「回上頁修改」。 

              

五、繳款方式： 

請列印「國立中山大學線上付款系統收據」，以下列方式擇一繳交。 

(一) 臨櫃繳費：持「國立中山大學線上付款系統收據」至臺灣銀行各分行或各大超商繳款，並

保   

留繳費收據。 

(二) 自動提款機 ATM 繳款：至全國各金融機構之自動提款機 ATM 轉帳繳款。 

步驟：插入金融卡→輸入密碼→其它服務（其它轉帳／跨行轉帳）→跨行其他轉入帳號→

銀行代碼 004→繳費帳號（共 14 碼(註)）→繳費金額→結束→列印交易明細表（備查）。 

     

 

    註: 此為系統自動產生的流水號共 14 碼，為辨識繳款者身分，轉帳時請正確輸入收據上顯示的

號碼。 

 

 

六、附註： 

（一）本校正式學費收據將於開學時核發，請妥善保留銀行繳費收據或 ATM 交易明細表以便備

查。 

（二）如果未達開班人數，本處將另行通知退費事宜。 

  （三）若有問題，請與我們連絡 07-5252000 轉 27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