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re than a ball

一門一點、二門三點、三門五點、四門七點

★10/1-10/31 不分新舊生8人團報或同公司憑識別證及有照證件6人團報
    享8折(需同時繳費)及舊生原班續報9折

★10/21-10/31 雙月課程新生任選兩門9折；舊生2門85折、3門8折、
    4門以上再送中心置物櫃(需同時報名繳費)
備註：1.團報須同時報名並繳費，恕不保留名額及私人因素退費
           2.團體班課程轉班或延期須於開課後第二堂前辦理
           3.置物櫃依現場為主，不得指定 

11-12月 公益課程

10-12月 公益課程

多元舞蹈
系列

綜合體能
系列

課程名稱 星期 上課時間 人數 備註

歡迎60歲以上銀髮族優先報名參加。

●本期公益課程：11/1~12/31
●登記報名時間：10/23(一)08:00起至1F
� 課務櫃檯登記

※綜合體能系列課程一人限報名一項，額滿
　為止。若當期課程連續三次缺席即取消該
　期上課資格。

課程名稱 星期 上課時間 人數 備註

歡迎60歲以上銀髮族優先報名參加。
一般民眾亦可於開課當天後補登記參加。

●一期課程四堂課

●本期公益課程：10/1~12/31
●登記報名期間：9/18(一)08:00起至二樓體
 適能櫃臺登記

※一人限報名一門課程，缺席連續兩次，即
  取消資格。

一、三

二

二、四、五

四

一至五

06:30-08:30 30

30

8

30

10

10

07:00-09:00

14:00-15:00

08:30-10:00

13:00-15:00

元極舞

排舞

桌球

三 11:00-12:00瑜珈

全身性肌力增強
(TRX+毛巾操+彈力帶課程)

一 610:00-11:00

二 610:00-11:00

三 610:00-11:00

四 610:00-11:00

五 610:00-11:00

公益健身課程

【運動研習課程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舞蹈教室開放租借，歡迎洽詢：(02)2396-3358 #106

公益課程公益課程

提供孩子豐富的生活與開拓生命視野的機會，透過多元的嘗試，發掘潛能並

培養出一生的興趣，在各種活動中提供自我探索的機會。 ★幼兒：3~6歲

幼兒系列幼兒系列

創齡即是創意老化(creative aging)的簡稱，由美國知名精神科醫師暨老人學專
家 Gene D. Cohen 博士率先提出，腦科學研究證明高齡者透過動靜平衡的社
交活動、社會參與以及藝術活動，仍舊能夠全腦開發。

創齡專區創齡專區

★美術一期需另繳300元材料費　★氣球一期需另繳600元材料費　★黏土一期需另繳800-1000元的材料費

★桌遊一期需另繳200元器材維護費　　　　　　　　★魔術一期需另繳500-600元材料費

★氣球一期需另繳600元材料費　　　　　　　　　　★黏土一期需另繳800-1000元的材料費

課程名稱 星期 日期 上課時間 費用 堂數 老師

幼兒體能

幼兒體能

幼兒武術-文武狀元

幼兒體能

幼兒體能

幼兒芭蕾

幼兒親子黏土捏塑班

幼兒芭蕾

親子創意汽球班

幼兒律動

幼兒律動

幼兒肢體開發律動班

一

二

四

日

六

五

14:00-15:00
18:00-19:00

14:00-15:00

16:30-17:30
09:00-10:30
09:55-10:55
10:40-12:10

$1,200
$1,200

$1,575

$1,575
$1,350
$1,800
$1,350

8
8

9

9
9
9
9

藉由各項活動的參與，逐步瞭解自己的能力、興趣、想法和感受，進而欣賞

自己的專長，省思並接納自己，增進個人適應多元社會的能力。

成人系列成人系列

課程名稱 星期 日期 上課時間 費用 堂數 老師

雙人居家按摩

動動腦圍棋

動手摺汽球

二

四
10:10-12:00

20:00-21:00

19:00-20:00

$2,800/雙人

$1,350
$2,160

8

9
9 專任教練

活力魔術 六 15:40-17:10 $2,025 9 維尼

雙人居家按摩 日 14:30-15:30 $3,150/雙人 9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16:30-17:30 $1,200 8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幼兒塗鴉� � 

幼兒美術親子班 11:10-12:10 $1,200 8
10:00-11:00 $1,200 8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小小芭蕾伶娜

兒歌律動 14:40-15:40 $1,400 8
13:30-14:30 $1,200 8 小寶

專任教練

中正區體育會圍棋委員會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09:20-10:50 $1,575 9 專任教練

廖上儀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16:00-17:00 $1,575 9 簡妍

17:00-18:00 $1,575 9 湘庭

09:10-10:10 $1,575 9 魯皓文

課程名稱 星期 日期 上課時間 費用 堂數 老師

樂活有氧太極

紓壓療癒瑜珈

逍遙有氧太極

舒緩放鬆瑜珈

舒緩瑜珈

樂齡體適能班(限55歲以上)

武當養生氣功

楊家老架式太極

樂齡體適能班(限55歲以上)

紓緩瑜珈

舒壓樂活瑜珈

一

二

三

五

四

六

07:30-09:30
17:45-18:35
07:30-09:30

09:50-10:50
11:00-12:00
07:30-09:30

10:30-11:30
11:00-12:00
18:40-20:10

$3,200
$1,200
$2,800

$1,575
$1,350
$3,200

$1,575
$1,350
$2,340

8
8
9

9
9
9

9
9
9

蔡春燕

常達偉教練團

動動腦圍棋 10:10-12:00 $2,160 9 中正區體育會圍棋委員會

常達偉教練團

08:50-09:50 $1,400 9 Yvonne
Janis

常達偉教練團

專任教練

張耀庭

專任教練

Yvonne
20:00-21:00 $1,575 9 Jimmy

老師堂數費用上課時間

專任教練8$1,20019:10-20:10
專任教練8$1,20018:40-19:40
專任教練8$1,20019:50-20:50
小寶9$1,57516:30-17:30

屠翊瑋9$1,57514:40-15:40

專任教練9$1,57516:30-17:30
9$1,57517:00-18:00

專任教練

專任教練

9$1,57519:00-20:30

維尼

日期星期

一

四

五

二

三

課程名稱

兒童武術-文武狀元

益智桌遊課(7-9歲)
益智桌遊課(10-12歲)

兒童芭蕾伶娜

兒童擊劍(國小-國中)
可愛造型氣球班

專任教練9$1,80008:50-09:50
呂承榮9$3,15013:30-15:30

9$3,15013:30-14:50 陳煌文教練團

9$3,15013:30-14:50 陳煌文教練團

簡妍

魯皓文

呂承榮

9$1,57514:00-15:30

六

兒童芭蕾(有基礎者佳)
兒童芭蕾(有基礎者佳)

兒童合氣道

進階兒童擊劍(國小-國中)
兒童擊劍(國小-國中)

活力魔術

9$1,57517:10-18:10兒童活力MV舞蹈

廖上儀9$1,57509:00-10:30

日

兒童黏土捏塑班

9$1,57510:50-11:50
Sam9$1,57514:20-15:20

9$3,15015:30-17:30

兒童流行創意MV
兒童翻滾武術

兒童合氣道

奇幻魔術

透過運動能使孩子大腦的運作更活絡，還可改善孩子的情緒、增強孩子的認

知能力，讓學習變得更有效率。　★兒童：7~12歲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本期106-6
自106年10月01日至
106年12月31日止

本期106-6
自106年11月01日至
106年12月31日止 11-12月研習簡章

★10/11-10/20 不分新舊生8人團報或同公司憑識別證及有照證件6人團報
    享8折(需同時繳費)及舊生原班續報9折

★10/21-10/31 雙月課程新生任選兩門9折；舊生2門85折、3門8折、
    4門以上再送中心置物櫃(需同時報名繳費)
備註：1.團報須同時報名並繳費，恕不保留名額及私人因素退費
           2.團體班課程轉班或延期須於開課後第二堂前辦理
           3.置物櫃依現場為主，不得指定 

交通資訊交通資訊
公車 Bus
●信義林森路口站：0東、20、204、22、38、信義幹線、指3、樹林-野人谷15、0南
●仁愛中山路口站：245、261、263、270、621、630、651
●台大醫院站：中山幹線、22、227、208、261、291、15
●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口2、3)：2、5、18、20、216、222、224、295、604、648、
　信義幹線、淡水客運(臺北-三芝)、新店客運(臺北-坪林)、皇家客運(臺北-金山)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出口4、5、6)：0東、18、214、227、648、208、543、15、236、
　251、252、中山幹線、新店客運(臺北-坪林)

捷運 Metro
●台大醫院站：自台大醫院站２號出口往台大醫院新院區方向沿仁愛路一段行走，東門圓
　環人行穿越道即可看見。
●中正紀念堂站：自中正紀念堂站４、５出口往國家戲劇院方向穿越中正紀念堂前廣場行
　走約3分鐘，至東門圓環人行穿越道即可進入。
●善導寺站：自善導寺站３號出口經林森北路往仁愛路一段行走，穿越仁愛路一段後右轉
　直行即可看見(在左方)。

開車 Driving
路線1：經信義路一段左側車道，經張榮發基金會直行，即可抵達本中心(停車場入口)。
路線2：經仁愛路一段左側車道，經東門國小往前直走，即可抵達本中心。

● 10048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1號

● 電話：(02)2396-3358

● 傳真：(02)2396-3357

● 信箱：tpejjsports@changjia.com.tw

● 網站：www.tpejjsports.com.tw

一、報名本中心課程前，請先詳閱本中心報名須知及各館課程相關規定，在完成報名手續簽名後，其法律效力及於報名人，報名人事後不
　　得以不知或未瞭解等事由作為抗辯理由。

二、轉班、延期請於本中心開課第二次上課前持繳費證明單、發票、原刷卡單、原信用卡辦理，逾期恕不受理。＂轉班異動＂除非自願性
　　轉班外，轉班只限辦理乙次；延期限延一期（因受傷、疾病或因公調職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者不在此限，須出示相關證明）。

三、退費方式：
　　1.A.繳費後至開課日八日以前離班者，退還實繳費用九成。B.於該班開課日前第七日至第一日離班者，退還實繳費用八成。C.於該班
　　　開課日起第二次上課前（不含當次）離班者，退還實繳費用七成。D.於實際開課日起第二次上課後且未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三
　　　分之一離班者，退還實繳費用五成。E.全期三分之一者，則當期費用全數不予退還。
　　2.課程家教自組班須於三個月內上完10堂課，逾期剩餘堂數換等值貴賓券（期限30天）。
　　3.本中心課程視各場館規定之開課人數開班，如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時，可辦理轉班或保留一期或退費。
　　4.為節省您寶貴的時間，退費時請攜帶繳費第一聯（白單）、發票、原刷卡單、原信用卡、（若發票有登記統一編號者需提供印鑑），
　　　並親至本中心填寫折讓單始可辦理退費。
　　5.運動中心各場館開課方式及費用不一，如有問題請依各館（退費、延期、轉班）之規範為準。

四、本中心之團體課程，如學員私人請假，無法另行補課、退費。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臺北市政府宣佈
　　是否停課，本中心不另行通知，補課方式依本中心決議另行公告。

五、本中心保有課程報名之最終釋義權。

★氣球一期需另繳600元材料費　　　　　　　　　　★魔術一期需另繳500-600元材料費

CHILDREN CHILDREN 

PRESCHOOL PRESCHOOL

ADULTS ADULTS 

Creative Aging Creative Aging 

11/6-12/25

11/6-12/25

11/5-12/31

11/7-12/26

11/1-12/28

11/3-12/29 屠翊瑋9$1,57515:50-16:50
疊杯(7-12歲)

專任教練9$1,57517:00-18:30
疊杯�(國中以上�)

11/4-12/30

11/2-12/28

11/5-12/31

11/7-12/26

11/4-12/30

11/2-12/28

11/6-12/25

11/7-12/26

11/1-12/28

11/3-12/29

11/4-12/30

11/2-12/28

11/7-12/26

11/3-12/29

11/4-12/30

11/5-12/31

11/2-12/28

飛奇兒 幼兒體操飛奇兒 幼兒體操
幼兒體操可以讓孩子學習肢體的運用並認識自己的身體，讓發育中的小小身軀

更加靈活。且團體課程也讓孩子多接觸人群，學習與同儕的相處及社交技能。

Push Bike幼兒單車運動，能訓練身體平衡感及手腳協調能力，透過三角錐、

階梯、平衡坡道與翹翹板等教具，自小培養全身各方面統合運動，以提升孩

子們的成就感與建立自信心，奠定身體健康的基礎！

漢克Push Bike小騎士漢克Push Bike小騎士

教具

第一天

平衡坡道

★年齡：2~5歲　　★上課費用：2,200/共六堂（含單車器材）
★上課時間：星期三 10:00-11:00 / 11:00-12:00　★報名請洽：(02)2265-0032

1.滑步車概念
2.配戴安全帽
3.跨坐座椅
4.握把位置
5.倒車扶起
6.滑行初體驗

1.S型騎乘
2.上坡講解
3.下坡注意事項
4.獨立上下坡
5.煞車講解
6.煞車操作

1.單腳滑行
2.單腳S型騎乘
3.雙腳離地滑行
4.坡面目的講解
5.獨立上下坡
6.障礙物閃避

1.高階S型騎乘
2.下坡安全觀念
3.下坡煞車技巧
4.高階下坡技巧
5.雙腳離地滑行
6.障礙物閃避

1.階梯下坡講解
2.下坡注意事項
3.自行上下坡
4.平面站立平衡
5.迷宮闖關
6.耐力測試

1.安全觀念
2.自行上下坡
3.耐力賽
4.頒發畢業證書
5.贈送花絮光碟
6.小騎士畢業照

第二天

30°勇氣坡 40°陡坡面 下坡道 階梯式下坡 平衡翹翹板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課程
內容

10:00~10:50

11:00~11:50

14:00~14:50

15:00~15:50

16:00~16:50

17:00~17:50

18:00~18:50

19:00~19:5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Level 1 Level 1

Level 2

Level 2

Level 3

Level 1

Level 1 Level 1 Level 3

Level 3 Level 3 Level 3

Level 2

Level 2

Level 4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3

Level 3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2

Level 2

Level 2

Level 4

Level 3

Level 4

Level 3

Level 2

Level 2

Level 2

Level 4

Level 3

6歲以上

★ 團體班：7人滿班，$3,200，堂數8/期，初次上課可選擇是否繳交制服費$550於現場教練。

★ 個別班：1對1，$12,000/人，堂數10/期；1對2，$6,500/人，堂數10/期。（需配合現場時段與教練預約）

Level 1 1歲10個月至3歲 Level 2 3歲至4.5歲 Level 3 4.5歲至6歲 Level 4★ 程度年齡：

基礎動作訓練學院基礎動作訓練學院
（Foundation Movement Academy）主要發展身體的動作能力，著重活動

度與穩定度的訓練，藉由武術及體適能的動作，達到肌力與體能的提升，

增加動作的品質且可以進行更有效率與安全的練習。

肌力訓練
高強度、肌力整合

MMA格鬥武術
打、踢、摔角、寢技、防身術

TRX循環
肌力與體能
高強度、全身性、阻力訓練

女子拳擊體適能
互動、趣味、燃脂

巴西柔術
寢技、摔角、防身術

星期四

星期日

18:30-19:30
12:30-13:30、

16:30-17:30、

19:50-20:50

星期日 18:30-19:30

星期四 20:25-21:55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日

20:00-21:00
19:30-20:30
16:30-17:30

星期二

星期四

20:50-21:50
20:50-21:50

教練簡介－

　　林建佑

體育相關認證

ACE 健身指導員證照

FCA Certified MMA4Fitness Coach Level 1

綜合格鬥適能初級教練

中等教育體育教師、B級柔道教練、

C級足球教練、C級角力裁判

武術技巧認證

巴西柔術紫帶、柔道黑帶、中國摔角黑帶

武術相關經驗

柔道10年、角力7年、巴西柔術6年、綜合格鬥5年

相關指導經歷

動作訓練學院 教練 / 台北教育大學泳健館 教練
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女性體態肌力整合班 教練
台北市立實踐國中足球隊 教練
國立清華大學巴西柔術社 教練
醒吾技術學院柔道社 教練
台北格鬥館、T.S巴西柔術學院 教練
台北市景文高中柔道角力隊 教練

課程集點活動課程集點活動
106
年度
106
年度

兌換點數

9點

15點

18點

21點

27點

兌換項目

中心貴賓券八張(可單次使用泳池或健身房，期限三個月)

游泳池或體適能月卡二選一(期限35天)

有氧、瑜珈、飛輪、兒童、技擊、舞蹈等系列原價2,000元以內

課程任選一門或泳健月卡(兩館共用，期限30天)

有氧、瑜珈、飛輪、兒童、技擊、舞蹈、戰繩、肌力體能減重、

TRX及反重力吊床等系列原價2,000元以上課程任選一門

或泳健月卡(兩館共用，期限60天)

有氧、瑜珈、飛輪、兒童、技擊、舞蹈等系列原價2,500元以內

課程任選兩門或泳健月卡(兩館共用，期限90天)

活動期間 自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中正慶週年，集點大放送

最後衝刺 年終限定加碼贈送

集點健身一舉兩得！年末大豐收就看這一波！

報名2門 送3點
報名3門 送5點
報名4門 送7點

活動對象 參與本中心課程民眾，以個人為單位進行發卡及集點。

集點時間 每門課程結束後30天內可進行集點登記，逾時恕不受理。

聯絡方式 對本活動若有任何問題，請洽：(02)2396-3358 #105、106 課務組

贈品兌換方式 (一)凡集滿9點、15點、18點、21點及27點，即可兌換以下贈品，每張
　  集點卡限兌換乙次。超出兌換贈品之點數，不另行補登至新卡。

(二)贈品兌換期間為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2月28日止，請於兌換期
　  間內兌換贈品，逾期不再提供兌換。

集點方式 (一)凡報名本中心106年第一期（1-2月）起至106年第六期（11-12月）
　  館內舞蹈DM課程，每門課程在課程結束後即可獲得一點。

(二)館內舞蹈DM課程系指本中心有氧、瑜珈、飛輪、兒童（不包含幼兒
　  體操、幼兒滑步車Pushbike）、技擊、舞蹈、戰繩、肌力體能減重、
　  TRX及反重力吊床等系列雙月份課程。

(三)贈送的免費課程、寒暑假營隊課程、單月課程及單堂體驗課程不在
　  本次活動課程範圍內。

集點方式 (一)須全程參與課程，若當期課程有退費或延期保留，恕不記點。

(二)贈品兌換後，點數即抵銷，集點卡由本中心收回。

(三)集點卡若有遺失，請於1F課務櫃檯處重新領取，但不另行補發先前

　  的點數。

(四)本活動集點卡與點數若有破損、無法辨識、影印者均無效；本活動
　  結束後，集點卡與點數即無效，本館不再提供兌換。

(五)本活動贈品以實際準備數量為準，贈完為止。

運動不間斷，好康等你換運動不間斷，好康等你換

一門一點、二門三點、三門五點、四門七點

◆凡外籍人士憑護照證件，報名研習簡章全系列課程即享８折優惠
◆Foreigner (with passport) can get 20% discount with all courses.
◆外国の方はコースを申し込む場合、パスポートを持って来ると20％を引くことになります。
◆외국인 등록증이 있으면 수강료 20%할인해 드립니다
◆Tất cả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có bằng chứng xác nhận, đăng kí toàn bộ khóa học sẽ 
　được chiết khấu ưu đãi 20%

中正課務訊息 
LINE 官方帳號
第一手時程公佈、課程資訊、優惠訊息全部都
在中正官方研習課程帳號。即時回饋、不定時
1對1互動訊息讓您更能掌握中正課務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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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1
優惠期間

★月卡1+1

1. 申(續)辦 體適能月卡 / 游泳月卡 / 泳健月卡(須以原價申辦)，同一人連續申辦兩個月，
    第二個月優惠只要1,100元

2. 原價申(續)辦 體適能月卡 / 游泳月卡 / 泳健月卡，兩人同行，第二人優惠只要1,100元

3. 長青加值卡同一人連續申(續)辦兩個月或兩人同行申(續)辦，享優惠價共1,100元
※上述優惠不可與館內其他優惠並用    ※泳健月卡為體適能月卡+游泳月卡

※不含單堂體驗，每人限購2期，不可與館內其他優惠並用

★歡慶11教練也歡喜

常態課程家教班(1對1 - 1對4)每人現折1,100元

週年慶贊助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