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門科技教育訓練課程 - 報名與滙款資訊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登入會員至課程訓練頁面點選「我要報名」即完成
報名未註冊會員者，報名步驟如下
a) 請至虎門科技加入網站會員。
b) 至 email 信箱進行確認。
c) 至虎門科技首頁，以新帳號密碼登入。
d) 至課程訓練頁面點選「我要報名」即完成報名。

2.

Email 報名：報名表填妥後，寄至下列箱。
台北班 ： michelle.gao@cadmen.com

台中班 ： rebecca.shih@cadmen.com

台南班 ： cherry.lin@cadmen.com

SAP B1課程：kimmy.lee@cadmen.com

3.

即日起至報名截止日前（開課前三天）完成報名，額滿截止。

4.

開課前三天， email 上課通知(上課教室及報到之注意事項)給本人，未收到者，請主動與虎門聯絡，謝謝
您的配合！

★ CAE 費用標準：
虎門客戶
維護期內客戶

上課卷(價值NT $10,000/張) 或 NT $10,000/天

維護期內-學生
維護期外-學生

NT $2000/天
NT $4000/天

非虎門客戶 / 過維護期

NT $20,000/天

註: 一人一台電腦，包含講義，不供應午餐。虎門科技保留審核報名資格的權力。

★ CPC 費用標準(SAP B1課程)：
虎門新客戶

上課卷(價值NT $50,000/張) 或 NT $10,000/天

虎門維護期內客戶-

NT $25,000/五天或NT $5000/天

非虎門客戶 /過維護期

NT $10,000/天

繳費方式：
1. 現金
2. 匯款

1. 匯款帳號：
《銀行匯款或ATM 轉帳方式》
戶名: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100-717-432538
銀行：合作金庫 三重分行 銀行代號: 006

2. 務必於付款時 傳真匯款單並於銀行匯款單 /ATM 轉帳單須詳細註明 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
3. 台北班 Fax ： 02-29565180 高小姐 收
台南班 Fax ： 06-2149118 林小姐收

台中班 Fax ： 04-22966071 施小姐 收
SAP B1課程 Fax ： 02-29565180 李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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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開課確認：若報名人數未達開班人數，將會於 3 個工作天前通知學員延期開班，或轉至下梯次，敬請見諒配合。

2.

取消/延期：學員請依報名日期上課，若須更改，請於3

3.

開課通知：開課前 3 個工作天與您E-Mail 和電話 通知。如未與您聯絡，請儘速來電至本公司詢問。

4.

請確認上課日期，課程中請勿缺席，若有缺席，恕無法補課。

5.

若報名人數未達滿班人數，恕本班將會於三天前通知學員延後開班或轉至下梯次，敬請見諒配合。

個工作天前預作調課；無故缺席將會造成其他人權利的損失。

Q & A：
Q1: 請問為什麼報名課程或活動需要「註冊」成為會員呢？ 註冊成為會員後，請記得帳號密碼，爾後要報名任何課程或活
動，只要登入(帳號密碼)後再點選您想上的課程活動的【我 要報名】按鈕，就不需要每次報名都要再填寫一次基本資料。
Q2: 如何註冊? 想要註冊的方式?
提供 2 種方式予您選擇：
(方法 1) 點選網站首頁右方【會員登入】，點進去後再點選「註冊成為新會員」
(方法 2) 點選網站首頁下方的黑色區塊【加入會員】

Q3: 如何取消課程報名?
登入帳號密碼後，點選首頁右方的「我的課程」進行課程活動的取消與行事曆管理。
Q4 : 怎樣才算報名成功呢?
網路報名-系統會回傳報名成功的郵件
Email 報名-請來電台北班(02-29567575#601 高小姐) 台中班(04-22966080 施小姐) 台南班(06-2148186 林小姐)
確認，經確認收到無誤後，即算報名成功

Q5 : 我已經報名並且與工作人員確認過，為什麼沒收到上課通知 ?
上課通知的意義是要提醒您，上課日期快到了，上課地點教室及相關注意事項，以E-MAIL 通知， 但是有時後因為種種
因素（報名表填寫不清或忘記填寫，E-MAIL 有誤，人員的疏忽．等），會有收不到上課 通知的狀況，沒有上課通知仍
然可以報到上課，有任何報到上課問題，隨時歡迎您於上班時間來電查詢指教
Q6.因公司(學校) 要報帳，何時可以拿到報名發票？
上課當天繳交給予報名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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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台北總公司-板信商銀雙子星大樓 11F (板橋火車站斜對面，新府路與縣民大道口)
<捷運> 板橋站 2 號出口直走
<高鐵.台鐵> 板橋站南 3 門出口
<開車> 國道三號土城交流道 > 台 65 線道 > 板橋二交流道 > 縣民大道一段 > 直行約10
分鐘即可抵達
板信雙子星大樓的停車費為 30 元/小時，150 元/天 (限停汽車)

台北上課環境

台中上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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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交通位置圖

★ 若欲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來上課,提供幾個資訊給您:
1.

高鐵~
從高鐵站搭 85 號公車可直達虎門(彰化銀行)對面站牌-「陝西路口」 (大約 40 分鐘) 時刻表如下可自行查詢：
http://www.ubus.com.tw/bus/busline_85.asp
從高鐵站搭 82 號公車至中清路與文心路口下車，再朝文心路三段方向前進即可到達虎門科技。
http://yoyonet.biz/egoing/bus/chuntsuntou/taichun-city/082.htm 從高鐵站搭高鐵快捷公車至朝馬站(搭此
路線 : 高鐵台中站－東海大學－中科管理局)~然後繼續下面幾個方法： 甲、 搭計程車至虎門訓練中心。(大約
20 分鐘)
乙、 往市區方向走到中港路河南路口搭台中客運 33 號公車 至「陝西路口」下車。
http://www.tcbus.com.tw/lines/33line.htm
丙、 至中港路與黎明路三段交叉路口，搭台中客運 54 號公車至「陝西路口」下車。
http://yoyonet.biz/egoing/bus/chuntsuntou/taichun-city/054.htm

2. 統聯/國光客運~ 統聯/國光水湳站~下車後往左走會看到弘爺漢堡早餐店 ~對面的大連西路直走~抵達虎門(環球
巨星大樓) (這個很快)
3. 火車至台中火車站~搭公車 以下有公車資訊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030606949 ~至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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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交通位置圖

★ 台南辦公室交通指引~
‧大眾交通工具

1. 站牌-台南永華車站 搭乘興南客運各線，下車後過西門路一段至斜對面即可抵達。(大億麗緻酒店旁)
2. 高雄客運 搭乘台南市 2 號、5 號、1 號、18 號公車往南，至「西門郵局站」下車，下車後過西門路一段至
對面即可抵達。

3. 高鐵-台南站
【開車 1】搭乘高鐵抵達「台南站」，再轉開車路線-下台 86 號東西向快速公路-接省道 1 號(大同路)-健康
路-西門路即可抵達。
【開車 2】搭乘高鐵抵達「台南站」，再轉開車路線-下台 86 號東西向快速公路-右轉永成路-夏林路-樹林
街-西門路即可抵達。
【高鐵接駁車】至高鐵台南站一樓大廳 2 號出口-前往 1 號公車月台搭乘高鐵快捷公車(高鐵台南站-台南市
政府)-至興南客運台南站下車-即可抵達，車程約 35-40 分鐘。

★ 停車場資訊~
‧嘟嘟房 B5~B7 一小時 30 元，當日最高 150 元
(可停靠近國泰大樓電梯 再坐電梯至一樓櫃台換證後，電梯到 9F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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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報名表
請完整填寫的報名表格 台北 E-mail 至 michelle.gao@cadmen.com
台 中 E-mail 至 rebecca.shih@cadmen.com
台 南 E-mail 至 cherry.lin@cadmen.com
SAP B1課程E-mail至 kimmy.lee@cadmen.com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公司資訊
公司名稱

電話

公司地址
個人資訊
姓名

部門

職稱

分機

繳費方式
繳費方式

□ 銀行匯款 □ ATM 轉帳

發票開立

□ 二 聯式

□上課卷

□其他

□ 三聯式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其它備註

品名

電子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