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勞工大學第一區課程 - 靜宜大學
編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師學經歷

楊子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創意產業設計碩士
現職：禾翌創意有限公司 藝術指導兼合夥人
經歷：禾翌創意有限公司 藝術指導兼合夥人

1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創意商業設計輕鬆入門Illustrator電腦繪圖

2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行動芳香經絡美容實務(一)

林金瑤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學校 管理學院研究所
現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講師

3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初階泰語

李國傑

學歷：泰國湄洲大學 工商管理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葉介山

學歷：英俄亥俄州立大學 數學博士
現職：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經歷：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4

產業發展與技術升級課
資料分析技術與應用
程

5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創意演說家：簡報製作與口才訓
練

楊子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創意產業設計碩士
現職：禾翌創意有限公司 藝術指導兼合夥人
經歷：禾翌創意有限公司 藝術指導兼合夥人

6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產品數位影像行銷

梁文嘉

學歷：靜宜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
現職：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講師

7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網路社群行銷全攻略

楊恩沛

學歷：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
現職：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講師
經歷：怪獸方塊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製作人

8

管理課程

從創意到生意-獲利世代入門

高培偉

學歷：逢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EMBA
現職：活意行銷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9

管理課程

品牌管理

卜唯平

10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國際專業接待英語

張藝寶

11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英語正音與基礎會話(二)

許慧婷

12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觀光休閒旅遊產業英文

張瑩瑤

13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快樂學日文-進階(二)

林敏容

課程簡介
針對軟體進行基礎介紹，以深入簡出的方式帶領學員進行平
面設計與印刷排版相關範例的練習。從基本影像處理觀念及
工具操作講起，大量的範例實際操作，適合對於電腦繪圖或
商業設計有興趣與需求的學員參加，沒有學過 illustrator 的
培養專業美容及經絡技藝及美容芳香調理保健專業知識及養
生保健實務技能、臉部及身體保養技術，並培養團體相處能
力，強化溝通協調及對工作熱忱、服務精神等態度。課程同
時也將溶入行銷概念與議題討論。
1. 泰語初級會話：泰國日常生活習慣用語(含食衣住行)，共
計 8 堂課，每一堂課都會補充泰國的文化和歷史也會讓學生
問問題而幫學生複習學過的東西。
2. 泰語字母及基礎發音：含 32 個母音、44 個子音及音調規
則,共計 8 堂課。
介紹資料分析工具與語言，使學生可以了解到目前代表性之
資料分析技術。
以開放資料為例，進行資料分析與資料視覺化之應用。
透過作業與專案，讓同學可以初步理解相關技術如何運作。
「豐富的內容是基礎，創意的技巧是關鍵！」在企業內部進
行簡報或對外推廣專案時，如何有效地向客戶傳達主題並達
成簡報目的呢？透過系統式邏輯三大訓練：專業授課、分組
討論與個人實作，將所學應用於「企業簡介」與「專案說
明」中，融合理性的邏輯思考與感性的創意元素，激發個人
演說獨特魅力，創造職場最佳競爭力！
隨著數位化行銷時代的來臨，單純的文字表述己經無法滿足
民眾的閱讀喜好，拍攝兼具多媒體的影像，除了能豐富傳遞
產品的資訊，更能增加內容寬度與廣度，進而行銷產品，所
以本課程將以推廣產品及相關活動的角度，教授影片剪輯，
並且搭配音樂增加觀賞的豐富度。
教導學員如何免費運用社群行銷的免費工具(Facebook粉絲
團、痞客邦部落格、Line@生活圈、Youtube平台)，為自己
的產品品牌建立基礎。
讓你熟悉 關鍵字、Yahoo知識+、行動支付、網站SEO、網
路論壇、團購網、簡易影音製作的正確操作方法,教授當前社
群網路之行銷眉角,迅速提昇您社群經營,不再是空談理論的
如何將小小的確幸點子變成獲利的大大生意、變成新事業策
略來發展，在競爭的環境中找出生存的新價值？

透過深入簡出的授課方式，搭配品牌建立實務案例的分享，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博士 讓您輕鬆建立對品牌的正確知識，並瞭解品牌工程的全貌，
現職：PH7lab禾翌創意有限公司 總監
不管是幫忙建立公司的品牌，或是未來自行創業；學習完本
經歷：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講師
課程，您將可以：擁有正確的品牌管理觀念、看懂設計這檔
事、辨別適合自己的品牌設計方案、開始著手建立公司的品
（一） 輕鬆學習國際接待英文口語，融入職場與生活英語
力。
（二） 單元式主題學習，探討全球新穎話題，掌握時勢脈動
學歷：英國萊斯特大學 媒體與公共關係 碩士
，輕鬆用英語表達自
現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我。
經歷：大葉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 講師
（三） 適合想要提升英語的基礎學習者。
（四） 利用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強化
學生禮儀觀念。
延續第一期課程，輕鬆學、大方說！磨亮你的職場利器，學
學歷：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碩士
習道地英語語調，全方位會話教學，讓你職場、社交無往不
現職：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祕書
利！主題式的會話練習，讓你在任何場合面對外國客戶時，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都能自然而然的開口說英語。
依觀光休閒旅遊產業需應用的主題為大綱，採相互教學法：
學歷：暨南國際大學 成人與繼續教育 碩士
著重分組討論與情境會 話練習，以訓練聽、說為重點，強化
現職：格瑞歐美語短期補習班教務長
語言表達力，使觀光休閒旅遊產業從業人員能 自信地與外籍
經歷：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講師
人士溝通，以提升服務品質。
本課程針對學習者設計出一系列場景對話，例如職場、會
學歷：日本關西大學 文學研究科文化交涉學 博 議、交換名片、拒絕、請託、緊急狀況等，讓學習者能夠應
付各種職場狀況。以日語會話、聽力練習為主，訓練日語會
士
話等表達能力，同時透過多媒體的教學方式，促使學員能在
現職：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限定的時間之內更有效去學得日語。※此為進階(一)延續、
經歷：東海大學 推廣部 日語教師
並因應地方需求開設系列課程。

時數

一般生
學費

補助生
學費

自費生
學費

開課日期

結束日期

上課時間

開課地點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05

2017/09/09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24

1,720

720

1,440

2017/08/09

2017/09/27

(三)18:30-21:30

靜宜大學

48

2,440

1,440

2,880

2017/08/09

2017/11/29

(三)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11

2017/09/29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08/13

2017/09/31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20

1,600

600

1,200

2017/08/14

2017/09/32

(三)18:30-21:00

靜宜大學

54

2,620

1,620

3,240

2017/08/15

2017/09/33

(二)18:30-21:3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08/16

2017/09/34

(六)09:00-12:00

靜宜大學

54

2,620

1,620

3,240

2017/08/17

2017/09/35

(日)09:00-16:0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08/18

2017/09/36

(二)18:30-21:3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08/19

2017/09/37

(六)09:00-12:00

靜宜大學

54

2,620

1,620

3,240

2017/08/20

2017/09/38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21

2017/09/39

(三)18:00-21:00

靜宜大學

編號

14

15

課程類別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快樂學日文-進階(一)

凝膠美甲人體彩繪

授課教師

教師學經歷

林敏容

學歷：日本關西大學 文學研究科文化交涉學 博
士
現職：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東海大學 推廣部 日語教師

許乃馨
劉子綺

學歷：華夏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現職：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經理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學歷：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現職：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經理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16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職場彩妝愛玩美

江明君

學歷：嶺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設計系
現職：七格婚紗攝影彩妝總監
經歷：加拿大多倫多鍾愛一生婚紗造型師

17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新娘秘書造型達人-入門班

江明君

學歷：嶺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設計系
現職：七格婚紗攝影彩妝總監
經歷：加拿大多倫多鍾愛一生婚紗造型師

18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手工皂設計與實務

張乃方

19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行動芳香經絡美容實務(二)

林金瑤

20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輕鬆學韓語-入門

陳才雲

21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WORD證照輔導(實用級)

梁文嘉

22

管理課程

23

學歷：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 博士
現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副教授
經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學校 管理學院研究所
現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講師
學歷：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
現職：思密達語文補習班 韓語老師
經歷：武藏外語補習班 韓語老師
學歷：靜宜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
現職：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講師
學歷：逢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EMBA
現職：活意行銷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從創意到生意-獲利世代入門

高培偉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哈啦學西語-基礎發音

昝懿珍

24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基礎越南語

陳紅鸞

25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商用西文書信

昝懿珍

26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暢遊德文-入門

胡若安

27

管理課程

國際貿易實務

賴谷榮

28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快樂學日文-初級(二)

林敏容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研究所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東海大學 推廣部 日語教師

29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多益英語實力養成

李岳霖

學歷：英國伯明罕大學 觀光與飯店管理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學歷：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 講師
學歷：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 碩士
現職：嶺東科技大學 講師
經歷：臺中市新移民服務中心 文化大使
學歷：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 講師
學歷：中興大學 台灣與跨文化研究 博士候選人
現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學歷：中華大學 經營管理 碩士
現職：凱悅通運報關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經歷：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講師

課程簡介
本課程針對學習者設計出一系列場景對話，例如職場、會
議、交換名片、拒絕、請託、緊急狀況等，讓學習者能夠應
付各種職場狀況。以日語會話、聽力練習為主，訓練日語會
話等表達能力，同時透過多媒體的教學方式，促使學員能在
限定的時間之內更有效去學得日語。※此為進階(一)延續、
並因應地方需求開設系列課程。
彩繪的設計與技法，是所有彩妝、美甲、鑽飾設計的源頭與
基礎，擁有彩繪基本技巧，懂得配色與設計原理，才能在美
學領域理容易入門，結合美甲醫學與結構專業知識，符合現
代人追求美又健康的概念，是追求專業不可忽視的課程喔！
課程同時也將溶入行銷概念與議題討論。
遇到職場上需要化妝的場合，卻不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的妝
顏？參加本課程，教您創造輕透的美麗肌膚與個人風格可以
習得適合自己的彩妝技能，同時學得各種常見場合適合的彩
妝，韓日歐美系列課程，培養學員的職場多元化妝技巧。
課程中除了會教授專業的化妝髮型基礎技巧外，本課程也結
合了時下時尚流行的化妝與髮型技巧，而教學的手法不是傳
統要學員照本宣科的方法，而是技術引導式的創意指導教學
，讓學員能夠學習到舉一反十的技巧觀念。
此課程讓學員了解手工皂對肌膚的好處及化學性清潔劑對環
境的損害，結合台中在地特色製作蔴芛皂，除了實作之外課
程當中也將溶入行銷概念與議題討論。
培養專業美容及經絡技藝及美容芳香調理保健專業知識及養
生保健實務技能、臉部及身體保養技術，並培養團體相處能
力，強化溝通協調及對工作熱忱、服務精神等態度
讓你開開心心上課，本課程結束後讓你能夠了解韓國文化以
及開口說出最正統的韓語，課程內容:[韓語發音,基礎會話,韓
國文化]
本課程將透過TQC題庫實際演練，幫助學員順利取得TQC證
照，提升職場工作競爭力！
面對時代快速變遷，台灣的企業都必須隨之導入創新經營的
思維～如何將小小的確幸點子變成獲利的大大生意、變成新
事業策略來發展，在競爭的環境中找出生存的新價值？因此
，讓企業的經營層能透過實戰型的訓練模式來培養出跨界創
新的思維，將會是帶領台灣產業成功創新轉型的重要工作！
很多人說西班牙語是世界上最容易唸出來的語言，甚至也許
你聽過5分鐘學會「說」西班牙語，但是總是單字拼湊起來
的西班牙語就是不順耳。在這裡我們讓你流利的「說」出好
想搭上東協經濟列車嗎?本課程專為初學者設計，促進越-台
兩國互相了解彼此的語言文化，學習越南語就是最重要的橋
梁、找工作的機會多！不要猶豫，快來參加課程，前進越南!
大部份的中南美洲國家都說西班牙文。目前台灣與這些國家
以及西班牙之間都有著重要的貿易關係。
因此，這本課程對於想要學習基礎商用西文、增進西文商業
書信能力的人提供幫助。
本課程專為剛學德文的人所設計，由德藉老師帶您透過本課
程學習純正德文，讓您在出差、洽商均能得心應手。
貿易不難讓學習者可以輕鬆的瞭解貿易如何運作及細節，內
容含產品選擇，信用狀、進出口實務、贖單、押匯、三角貿
易、一條龍貿易、上完課您會有信心從事貿易工作。
本課程的目的乃為促成初學者更進一步瞭解日語，使之能夠
從初級日語晉級到初級進階日語。因此具體來說，本課程欲
以初級進階日語會話、基本文法與習作練習為主，訓練學生
的日語聽力與閱讀理解能力，同時透過多媒體的教學方式，
促使學生能在限定的時間之內更有效去學得日語。
※因應地方需求開設系列課程。
課程主要以商業英文及商務英語會話，融入時事英文，搭配
英語字彙記憶法、英文文法整合及閱讀答題技巧，訓練英語
閱讀能力，加上多媒體教學法運用。藉由全面的英語教學法
以輔助學員以最有效率方式提升英文，進而提升英語及多益
成績，達成多益中級目標。

時數

一般生
學費

補助生
學費

自費生
學費

開課日期

結束日期

上課時間

開課地點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22

2017/09/40

(四)18:00-21:0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23

2017/09/41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24

2017/09/42

(五)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25

2017/09/43

(五)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8/26

2017/09/30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24

1,720

720

1,440

2017/08/26

2017/09/44

(三)18:30-21:30

靜宜大學

30

1,900

900

1,800

2017/09/01

2017/11/24

(四)19:00-21:30

靜宜大學

20

1,600

600

1,200

2017/09/02

2017/10/21

(六)13:30-16:0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09/02

2017/10/14

(六)09:00-12:00

靜宜大學

24

1,720

720

1,440

2017/09/11

2017/11/06

(一)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9/13

2017/12/06

(三)18:30-21:30

靜宜大學

20

1,600

600

1,200

2017/09/13

2017/11/08

(三)18:30-21:0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9/14

2017/11/30

(四)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9/14

2017/11/30

(四)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9/22

2017/12/08

(五)18:00-21:00

大甲婦女館

36

2,080

1,080

2,160

2017/09/23

2017/12/16

(六)13:00-16:00

靜宜大學

編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師學經歷

30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基礎生活及職場英語會話

張藝寶

學歷：英國萊斯特大學 媒體與公共關係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經歷：大葉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 講師

31

國際溝通能力課程

快樂學日文-初級(二)

蘇阿亮

學歷：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講師

32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基礎平面影像後製

梁文嘉

學歷：靜宜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
現職：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講師

李岳霖

學歷：英國伯明罕大學 觀光與飯店管理 碩士
現職：靜宜大學 領隊導遊衝刺班 講師
經歷：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 講師

個人保養與芳香療法實務

張乃方

學歷：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 博士
現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副教授
經歷：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副教授

領隊導遊實務

劉原良

學歷：英國伯明罕大學 觀光管理與政策 碩士
現職：台灣夏令營旅行社 負責人
經歷：靜宜大學 外語中心 講師

全能專業社群行銷視覺設計

何柏杰

學歷：南開工專 電機系 學士
現職：臺中科技大學 講師
經歷：台灣科技大學 講師

33

產業發展與技術升級課 創意觀光行銷與觀光從業人員能
程
力提升

34

女力經濟相關課程

35

產業發展與
技術升級課程

36

數位資訊應用課程

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報名電話：04-26329840、04-26328001轉19101~19108
傳真電話：04-26320659
臨時線上報名系統：https://goo.gl/J4Atoa

課程簡介
（一） 輕鬆學習英文口語，記憶實用英文，增進職場與生活
英語力。
（二） 單元式主題學習，探討全球新穎話題，掌握時勢脈動
，輕鬆用英語表達自我。
（三） 適合想要提升英語的基礎學習者。
本課程在培養日語學習者良好的日語會話能力。學習日常生
活中常用的字彙、用語，使充分理解句型構造及意義，引導
學生開口說日語，並培養正確表達及應用的能力。將以所學
之初級的日語文型或表現，配合各種不同的場合，使學習者
抱持興趣，提高說話的動機，充分享受日常生活會話的樂
趣。(為因應區域的不同，以及新學員與舊學員上課需求，於
大甲及靜宜分別開設日文初級以及進階課程。)
Photoshop是目前影像後製中重要的軟體之一，透過八週的
時間，一步步瞭解如何將拍到的照片透過修圖後製，讓成品
更加分。
隨著全球觀光人數的增加，領隊與導遊人員的需求量大增，
考取領隊導遊證照的人員也屢創新高，對於實務經驗與法規
知識的缺乏下，往往造成一不必要的糾紛。除全面提升觀光
領域人員的素質外，如何運用網路來行銷觀光產業、創意行
銷、文創產業與資訊與觀光的結合也成為一門重要的課題。
香味是某揮發性物質刺激鼻腔內的嗅覺神經而引起的感覺，
有香味的物質總稱為有香物質或香物質，香味優良而有益於
人類日常生活的有香物質則稱為香料，本課程將結合台中在
地特色，製作蔴芛香料，研究統合所有香料相關的理論與實
際應用。課程同時也將溶入行銷概念與議題討論。
為加強學員導遊領隊職業專業能力，增進旅遊服務品質，提
升台灣觀光旅行專業人員能力，進而取得導遊領隊證照。藉
由導遊領隊學科訓練，旅行安排及專業法規。透過實務及學
科教學，認識旅遊安排及增加旅遊過程各類事件處理。
本課程將全方位指導學員從設計美學、精準表達到數位影像
編修與平面設計等技能為打造專業級的社群媒體專業視覺設
計做充足準備。

時數

一般生
學費

補助生
學費

自費生
學費

開課日期

結束日期

上課時間

開課地點

18

1,540

540

1,080

2017/09/26

2017/11/07

(二)18:30-21:3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09/28

2017/12/14

(四)18:30-21:30

靜宜大學

20

1,600

600

1,200

2017/10/02

2017/11/27

(一)18:30-21:0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10/15

2017/11/19

(六)09:00-12:00

靜宜大學

18

1,540

540

1,080

2017/10/21

2017/11/04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10/21

2017/11/25

(六)09:00-16:00

靜宜大學

36

2,080

1,080

2,160

2017/10/22

2017/11/26

(日)09:00-16:00

靜宜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