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 學歷

（公） （家） （手機）

關係

□ 本人同意福智保存此資料，以便後續相關活動時，作為聯絡通知。簽名：_____________

□ 不同意。 

◎長青廣論班：適合 65 歲以上長輩。

◎青年廣論班：專為年齡在18歲以上~35歲（含）以下之在校青年及社會青年所開班級。 

※上課時段   早上9：15-11：45      下午13：15-15：45     晚上19：00-21：15

            早上9:00-11:30 豐原、大里、太平、益民、清水  下午13:30-3:30  大甲、大肚

※請勾選上課時段（可複選，請註明優先順序1.2.3...）聯絡電話：04-2326-1600#236（台中學苑）

地區 地點 日期 上課時段 勾選 地區 地點 日期 上課時段 勾選 地區 地點 日期 上課時段 勾選

3/16 周一下午 3/17 周二早上 南屯教室 3/24 周二下午

3/27 周五下午 3/19 周四晚上 3/24 周二早上

3/17 周二晚上 3/23 周一早上 3/25 周三下午

3/19 周四晚上 3/17 周二晚上 3/23 周一晚上

3/18 周三晚上 青廣 3/25 周三早上 3/27 周五晚上

3/28 周六早上 長廣 3/26 周四晚上 即日 周一早上

3/24 周二早上 4/16
每月一三週

周四早上
長廣 3/19 周四晚上

3/24 周二晚上 3/24 周二下午 3/16 周一早上

逢甲教室 3/25 周三晚上 3/23 周一晚上 3/20 周五晚上

3/24 周二早上 后里區 后里教室 3/25 周三晚上 大肚區 大肚教室 3/19 周四早上

3/25 周三晚上 3/18 周三早上 即日 周二下午

3/27 周五晚上 3/20 周五晚上 即日 周二晚上

學府教室 3/24 周二晚上 3/25 周三早上 霧峰區大悲光教室 3/19 周四早上

3/20 周五早上 3/26 周四晚上

3/17 周二晚上 3/26 周四下早

3/19 周四早上 3/25 周三晚上

3/19 周四晚上

※ 1.紙本填寫繳交至各區淨智組。

※ 2.每週上課一次，費用一律全免。（錄音帶、MP3教材自備）

※ 3.2020春季班預定109年3月中起開班。

※ 4.線上報名 http://smarturl.it/welcomeBW

<背面：各區域教室地址、電話>

是否曾學佛

您如何得知此訊息：  □親友介紹 □里仁門市 □福智網站 □福智課程：__________

□讀經家成班  □讀書會  □福智營隊：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介紹人

服務機關 職稱

聯絡電話

菩提道次第廣論研討班
2020春季班報名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清水教室

沙鹿教室沙鹿區

太平區

 豐原區 豐原教室

大里教室

益民教室

太平教室

大甲教室

清水區

大甲區

東興教室
南屯區

北屯區

大雅區 大雅教室

潭子區 潭子教室台中學苑

中科教室

東勢區 東勢教室

大里區

昌平教室

崇德教室

忠明教室
南區

西屯區

手機掃瞄 QR code

線上報名唷 ～

2020春一輪新班報名表(中區)0109R3.xlsx



<<福智台中學苑、支苑、各教室地址電話>>  
福智台中學苑、支苑、各教室地址電話
台中學苑：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59號3樓（長榮桂冠對面） 04-2326-1600 #236 / 0903-180-989 凃小姐

中科教室：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48-9號 04-2462-9980

逢甲教室：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6-6號 04-3707-4958

南屯教室：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600號 04-2258-1679 / 0928-905-059 許先生

東興教室：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35號 04-2475-5684 / 0928-905-059 許先生

忠明教室：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80號 04-2265-5669

學府教室：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41號 04-2223-1522

昌平教室：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31巷21號 04-2422-3100 / 0963-103-721 何小姐

崇德教室：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45號 04-3501-8799

潭子教室：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58號 04-3704-6820 /0912-060-733李小姐

大里教室：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114號    0912-378-413 王小姐

益民教室：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329號    0930-878-827 林小姐

太平教室：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560號 0928-930-246 呂小姐

東平教室：台中市太平區東平路441號 0928-930-246呂宛蓁

豐原教室：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45號2樓 04-2513-0295

后里教室：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ㄧ段261巷87號 04-2513-0295

東勢教室：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388號 04-2587-7395

清水支苑：台中市清水區星海路11號 04-26229178/0928-916-428白小姐

沙鹿教室：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495號 0928-916-428 白小姐

大甲教室：台中市大甲區鎮瀾街180號 04-2687-2666 張小姐

大肚教室：台中市大肚區華山路380號 0921-367-141 游小姐

彰化支苑：彰化市三民路407號 04-729-0099

民族教室：彰化市民族路543號 04-7221747

員林教室：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85-1二樓 04-831-0015 / 0910-973-120 陳小姐

和美教室：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306號 04-757-1010

鹿港教室：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16號 04-778-9225

伸港教室：彰化縣伸港鄉泉州村仁愛路100-1號 0912-363-573謝小姐

溪湖教室：彰化縣溪湖鎮長青街18號 0938-798-307 黃先生

溪湖西勢里教室：彰化縣溪湖鎮西勢里西安路117巷26號 0932-697-720

北斗教室：彰化縣北斗鎮四維路105號 0932-562-338張先生

南投教室：南投市彰南路一段1152號 049-220-8389

草屯教室：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63號 049-236-5617

埔里教室：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67號   049-2983556

竹山教室：南投縣竹山鎮成功街66號 0953-955-669陳小姐

水里教室：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一段40號 0905-194-045 陳先生/0936-709-109 鄭小姐

苗栗教室：苗栗市北安街17號 037-375-640

苑裡教室：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信義路28-2號 037-855-456 / 0921-366-343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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