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課程 

新南向數位媒體設計人才養成班(台北)-第 1 梯次 

招生簡章 

 
【課程簡介】 

四千萬人首次上網！疫情刺激東南亞數位經濟狂飆!!! COVID-19 疫情促使東南亞 6 國（印尼、馬

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的網路使用人數快速成長，光是 2020 年就增加了 4,000 萬名新

用戶，目前總上網人口數已達到 4億人，網路普及率達 70％。 

 

東協十國土地總面積逾 446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 6.5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宗教、政治、語文及文化

截然不同，東協於 2015年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整合成為一個總人口大

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的全球第三大市場(僅次於中國大陸及印度)，過去 20年間經濟快速成長，已成為

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鑒於新南向政策的啟動是我國重新定位國家在亞洲發展重要角色，尋求新階段經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

創造未來價值的重要經貿戰略一環。台灣因應全球情勢變化及區域整合趨勢，作出相應的調整。啟動新

南向政策，是為我國新階段的經濟發展，尋求新的方向和新的動能，並重新定位台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



角色，創造未來價值。COVID-19疫情推動東南亞各國電商產業成長，整體市場呈現前所未見的榮景，台

灣企業應把握這波市場成長的契機，在後疫情時代掌握數位行銷工具，導入科技行銷工具，強化數位創

新能量，培育企業新尖兵，在疫情困境中逆勢突圍，共同締造新佳績。 

 

東南亞各國的消費者，未來在電商的花費只會更多，台灣品牌商應該把握機會，趁勢前進東南亞，因而

推動「數位資訊」領域是新南向的重點方向之一，故本校朝向「數位資訊」培育專業人才，也導入配合

政府新南向政策之目標的課程培訓，故預期開班「新南向數位媒體設計人才養成班」，以培育產業鏈之

需求人才，加強學員們的就業力。 

 

Digital Report 2021 全球報告指出： 

¢ 與 2020年 1 月相比，全球互聯網用戶已增加至 46.4億，增長 7.3％，其中 3.16億為新用戶（代

表著全球六成人口已經「上線」）。  

¢ 截至 2020 年 1 月，2021 年社群媒體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全球有 42億活躍用戶。 

¢ 在全球，目前有超過 52.2 億人使用手機。 

¢ 全球互聯網用戶平均每天會花 6 小時 54 分鐘在網路上。  

¢ 全球影音眼球熱！90%的人都愛上網看影音。 

 

 

 

另外最新一期《Digital 2022: TAIWAN》報告於 111年 2月 15日出爐，顯示以下重點： 

¢ 全台有 2172 萬的網路用者，約佔 91% 人口數；而活躍的社群平台用戶則高達 2135 萬，佔全台 

89.4%，相較於 2021 年的 2,145 萬，增加了將近 30 萬人（+1.3％）。 

¢ 網路使用者較去年增長 1.3%，社群用戶則增長了 8.4%，幅度明顯超前 

¢ 國民每日平均聯網時間為 8 小時 7 分鐘，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時間（2 小時 4 分鐘）都用於社群媒



體，可見台灣網路用戶社群活躍度之高。 

¢ 所有的網路使用者中，高達 95.8% 民眾都有透過手機上網的習慣，此一趨勢下，台灣的行動裝置

網速也有顯著的提升，較前一年成長 32%。 

 

掌控後疫情時代的商機並與國際接軌視已是迫切的需要。因而計畫開辦之「新南向數位媒體設計人才養

成班」，將邀請業界翹楚遞出橄欖枝，分享並傳承多年經歷，配合專業培訓及語言培育，增進學員們的

就業力，其中包含 APP介面設計、數據分析、越南語課程、網頁設計(商業、動態)課程等定位。 

 

【課程資訊】 
1. 主辦單位：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2. 課程名稱：新南向數位媒體設計人才養成班(台北)第 1梯次 

3. 課程領域：數位資訊 

4. 課程時數：240 小時 

5. 報名日期：111年 08月 05日 ~ 111年 09月 05日 

6. 開訓日期：111 年 09 月 06 日（星期二） 

7. 結訓日期：11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 

8. 招生名額：30 人 

9. 上課時間：週一～週五 08：00-17：00 

10. 訓練地點： 

學科課程-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8號 4樓之 1（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台北推廣中心 403教室）	

剪輯術科課程-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基隆校本部 電腦教室）	

影像術科課程-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基隆校本部 專業攝影棚） 

11. 訓練費用：77,250 元整（青年參加訓練課程，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三分之二以上） 

12. 為提升學員訓後之就業機會，建議學員報考多益官方考試。 

 

【課程目標】 

§ 東南亞飛快的數位發展，加上對於網路的高度依賴，帶給許多數位產業可觀的前景和發展潛力。疫

情顛覆消費習慣並催生電商的成長, 資本是如何看待營銷科技帶來的轉變? 學員該如何掌握未來內



容電商和直播電商的新機遇?  

§ 透過扎實的數位媒體設計教育，教導學員學習數據分析、APP設計、網頁設計等技巧。 

§ 透過產業新尖兵課程，培育業界所需之人才，讓學員更加理解與掌握由後疫情時代的媒體轉換及營

銷科技帶來的新契機並超前部署。 

 

【課程特色】 

§ 專業課程：聘請業界頂尖精英，進行數據分析教學、APP系統設計、網頁設計等指導。 

§ 數位專業人才養成：網頁設計、APP介面設計、數據分析。 

§ 實務體驗：透過課程教學，帶領學生至影片特效攝影棚、圖片特效攝影棚、桌棚影像實驗室進行實

務操作體驗。 
  

【適合對象】 

15 歲至 29 歲（以課程開訓日計算）之本國籍待業青年，申請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

新尖兵試辦計畫者。 

【學習者之先備知識與能力】 

¢ 1.15 歲至 29 歲（以課程開訓日計算）之本國籍待業青年者 

¢ 有志朝電子商務相關產業應用領域發展之待業者 

＊重要注意事項＊ 

1. 不得具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就業保險身分，或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 

2. 曾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辦

理之職前訓練，於結訓後 180 日內，不得參加本訓練課程。 

3.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參訓時數未達第十點規定者，一年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罹患重大傷病或傳染病，需長期治療或隔離。 

（二）因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而無法繼續受訓並提列相關事實證明。 

（三）因懷孕或流產經醫師診斷需休養。 

前項不得參加職前訓練期間，自青年離訓、退訓或結訓日起算。 



＊本課程適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 

 

【報名方式】 

1. 1. 申請參加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前，應登錄為「台灣就業通」會員(電子郵件將作為後續
訊息發布通知重要管道，請務必確實填寫)，並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探索測驗
(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2. 確認資格：於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專區下載（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或列印｢報

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閱覽切結書及相關須知，後加以簽名或蓋章，並於開訓當天交予

訓練單位現場人員 
3. 繳交身分證影本。 
4. 學員應遵循訓練單位管理及請假規定，並備妥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勞動部之不預告訪視，
不配合者勞動部有權取消其參訓身分。 

 

【補助費用】 

1.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依訓練單位代墊訓練費用， 每人最

高以補助 10 萬 元為上限。培訓期間依據失業青年職前訓練要點發給學習獎勵金 （勞動力發展

署發給每月最高 8,000 元）。(亦須符合《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規定第 6點) 

2. 青年如後續經審核資格不符，可依青年個人意願自行負擔相關訓練費用完成培訓。 

3. 青年應與訓練單位簽訂訓練契約。 

 

【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1. 以參訓一班次為限，且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 

2. 青年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所屬各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
基準辦理之職前訓練，於結訓後 180 日內者，不得參加本計畫。 

3.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85E1E406503C665B&sms=4AB7 7F 
B5C324175E&s=283D8CE0F646545C 

4. 培訓證書：課程出席率達 80% 以上，將由(訓練單位)核發培訓證書並提供完訓學員名單予廠
商，協助就業媒合。 

【專案諮詢電話】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龔老師 

tc19941112@gmail.com 



02-2427-0170 

【課程概要】	

學術科	 課程單元	 課程單元說明	 時數	

一般學

科	

電子商務概論	 電子商務行銷	｜品牌概念	

電子商務行銷	｜行銷概念	

16	

一般學

科	

數據分析	 1.了解何謂大數據分析	

2.數據分析的重要性	

3.常用數據分析軟體介紹	

4.數據分析軟體教學	

16	

一般學

科	

越南語課程	 1.越南語數字 1-100的使用方

式	

2.認識越語母音	

3.認識越語輔音字母	

4.認識越語雙輔音	

5.學習越語的六個聲調	

6.如何用越語自我介紹	

48	

專業學

科	

數位資訊網站規劃	 網頁介面規劃與方法:		

1.瞭解如何設計網頁	

2.設計網頁須具備哪一些方

法?	

網路社群行銷規劃實作:	

1.數位資訊配合行銷設計	

2.創意廣告文案與編排實務運

用	

3.網路行銷工具應用	

4.社群網站經營	

16	

專業學

科	

數位資訊企劃力培訓	 為什麼要做網路數位資訊企

劃？	

行銷企劃架構與策略擬定，

案例分享	

主題設計與粉絲互動	

1.布局及數位企畫內容	

2.如何製作小道具，分鏡與視

覺符號	

3.提供誘因及擴散，建立後續

口碑行銷	

24	

術科	 APP介面設計	 1.APP 借用向量繪圖	

2.資訊圖像應用	

3.圖文編排	

4.影像處理	

32	

術科	 攝影棚實務操作	 1.鏡頭概念	–	走位動機，	單

機與雙機應用、棚內四機	

16	



	

	

	

	

	

	

	

	

	

	

	

	

	

	

	

	

	

	

	

	

	

	

	

	

	

【講師簡歷】	
1. 周曼薇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畢業	
	
日本資生堂美容學校、日本植村秀化妝學校畢業、日本美容師執照	
台灣乙級美容師講師證照、中國廣州美容師講師證照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in	Fashion	and	Editorial	Makeup		
短期證書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in	Special	Effects	Makeup	for		
Film	and	TV短期證書	
	
合作藝人：F4/F.I.R./五月天/潘瑋柏/陳冠希/費玉清/飛輪海/吳	
建豪/王力宏/潘瑋柏/孫燕姿/張清芳/黃鶯鶯/范瑋琪/張韶涵	
/Alin/羅志祥/梁靜茹/那英/竇靖童/李宇春/井柏然…等。	

2. 梁偉華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畢業	
負責採訪政治、財經、社會、生活、市政、娛樂等.	.	.	
華哥攝影工作室(民國92年至今)	
承接各項活動拍攝平面及錄影工作，專責拍攝藝人平面活動、封面、	
宣傳、演唱會等。	

2.默契培養	–	團隊合作	

術科	 動圖像製作	 1.基礎攝影與後製表現	

2.人像光影創造表現	

16	

術科	 影片拍攝	 1.認識拍攝器材，拍片工具與

應用時間	

2.短片製作流程:	尋找故事主

題與創作大綱	

3.影片設計的四個階段：起承

轉合	

分鏡說故事，基本攝影原理

分析	

4.分鏡教學:	分組練習	

5.基本攝影及打燈技巧應用、	

6.基本音效設計技巧與燈光應

用	

7.提昇亮點的構圖企巧:	取

景、運鏡方式	

8.提昇亮點的構圖企巧:	正確

的拍攝姿勢	

32	

術科	 剪輯軟體應用	 1.影片剪輯、音樂與音效	

2.色彩原理、影片調色	

8	

術科 影片拍攝實作	 分組實拍教學	 16	

	 合計	 240	



金馬獎、金曲獎、金鐘獎精品商指定攝影師	
國際圖像機構-達志影像指定合作攝影師	
合作藝人：張學友、鳳飛飛、江蕙、陶喆、周杰倫、張惠妹、蔡依	
林、王力宏、S.H.E、羅志祥...等。	
	

3. 張珮蓁	
復興美⼯廣告設計科畢	
台中商專商業設計科畢	
合作藝⼈：楊紫瓊/桂綸鎂/林⼼如/徐若瑄/蕭亞軒/關穎/楊謹華	
/Janet/孫芸芸/陳意涵/郭雪芙/AKB48/⼤嘴巴/吳建豪/周湯豪/孔	
令奇/劉以豪/宇宙⼈/隋棠/莫允雯/楊晴/渡邊直美/陳嘉樺	
(ella)/⿁⿁…等。	
電影經歷	(movie)	：囧男孩	2008	、⿂狗	2009、瑪德⼆號	2013、		
變⾝	2013、相愛的七種設計	2014、泡沫之夏	2016	、⾃畫像	2016、	
愛上卡夫卡	2019、⼀吻定情	2019、揭⼤歡喜	2020。	

4. Danz	Wei	
2021年2月起擔任	hair	graden	教育總監	
年資24年，擅長英式剪裁、韓式剪裁及造型風格	
髮廊造型教學及髮廊廣告拍攝、藝人髮型剪裁及造型、	
2003年	就職藝人指定髮廊hpark	12年，任技術團隊之一，參與各	
大品牌服裝秀、髮型秀	
2005年、2015年	前往瑞士及德國表演髮型秀		
2006年、2010年	赴上海及倫敦沙宣進修剪髮課程	
2016年	前往韓國首爾進修髮型及語言一年				
2019年	就職EROS髮藝		
#歌手-蘇打綠、吳青峰、梁靜茹專屬髮型師	、世界巡迴演唱會專	
屬髮型師	
#合作藝人-蘇打綠、梁靜茹、賴雅妍、楊采尼、梁詠琪等。	
	

5. 金潔遙	
政大新聞系、政大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畢業，	
專長項目為企劃、編劇、分析拆解劇本，現任職於貴金影業。	
工作經歷：	
貴金影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企劃主任	
遠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執行企劃、社群企畫	
參與開發製作專案：	
文化部104年度補助製作行動寬頻影音節目補助案《青春自拍團》	
文化部105年度行動寬頻影音節目製作補助案《我的未來男友》	
文化部106年度新型態流行音樂節目製播計畫補助案《貴人散步音樂節》	
Vidol平台網路節目《94愛K歌》	
文化部108年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畫補助案《音樂、熱	
炒、人生》（節目名稱：樂炒人生）	

6.	許家豪	

專長：製片、導演、編劇	

台大生物機電系、輔修國際關係畢業，現任電影、影集及紀實節	

目等製作人，作品曾獲金鐘獎、金穗獎、台北電影獎、大阪國際	

電影節獎項等。製片作品包括：電影《寶米恰恰》《我們全家不太	

熟》，公視紀實節目《台灣人沒在怕》、醫療劇《生死接線員》、人	



生劇展《戀戀木瓜香》《只想比你多活一天》，故宮奇幻迷你劇	

《故事宮寓》等。	

作品集：	

2023，黃文英導演，電影長片《車頂上的玄天上帝》製片，後製	

中。	

2022，賴國安導演，電影長片《遊戲人間》製片，於 2022台北電	

影節進行全球首映。	

2020，李芸嬋導演，國立故宮博物院形象短片集《故事宮寓》製	

作人，10集，於公共電視、八大電視、MyVideo、LineTV聯合播	

出。	

2019，邱晧洲、王傳宗導演，公共電視職人劇《生死接線員》製	

作人，10集。創公共電視 20 週年連續劇首播收視率最高紀錄，	

入圍第 54屆金鐘獎最佳女配角。	
7.陳科翰	

政治大學廣電學系畢業，擔任導演、剪接，經驗豐富。	

廣告類作品	

2021	/	禾康物業企業形象影片	

2021	/	〈Greenpeace	:	Green	Future	Academy〉	

2021	/	文化內容策進院	坎城市場展串帶	/	剪輯	

MV	類作品	

2021	/	鄭宜農	Enno	Cheng	〈囡仔汗〉	

2020	/	鄭宜農	feat.	阿爆(阿仍仍)feat.	Chunho〈或許就變成	

書裡的風景〉	
	

	

	

8.	陳振國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畢，台灣特效總監，曾入圍金鐘獎最佳剪	

輯以及金馬獎最佳視覺效果。	

	

曾任華漾科技特效公司之視覺效果前期規畫，負責專案包含電影	

《陽光不是劫匪》《虎》、新流星花園MV、廣告《京城之霜》《我	

叫MT4》等。亦曾任ImagineerSystems之ProductSpecialist，世新	

大學兼任講師等。	

	

9.	楊中天	

												監製、製作人：楊中天	

紐約州立大學的藝術管理碩士，前十年的工作背景卻是在科技業，	

在美商紐約總公司負責全球市場分析與預測、以及產業策略規劃，	

之後加入創投的娛樂投資後，目前在影視產業的第一線，擔任台灣	

最大影視製片廠「阿榮影業」執行副總、貴金影業總經理。	

影視數位化系統之開發人：	

《影視專案管理雲端平台》(與工研院共同開發)	



《影視專案報帳管理平台》		

代表性影視專案有：	

電影《殺戮天使》	前導片	(2022)	監製、製作人		

音樂節目《樂炒人生》	(2021)	監製		

網路劇《記憶浮島》(2020)	監製	

10.	簡祐延	

企劃、執行製片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獲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	

（APIAA）產業分析師認證。現職於貴金影業，致力推動影視製作	

數位轉型暨創新研究開發。	

工作經歷：	

貴金影業／專案執行製作	

阿榮影業／專案管理師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產業分析師	

文化科技創新專案開發：	

影視數位化專案管理平台「最佳拍檔」／專案經理	

文策院「109文化內容開發產業領航旗艦計畫─影視製作數位化雲	

端管理平台」專案經理	

文化部「106年加速文化內容開發與科技創新應用─AI劇本診斷醫	

生平台開發計畫」專案專員	

電影人才培育課程執行：	

2020故事創作築夢者計畫Dream	Runner	

	

11.	范花卉	

學歷	

元智大學	管理所博士候選人	

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碩士	

經歷	

東方設計大學設計行銷系	兼任教師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兼任教師	

Hitutor.com.tw	兼任教師	

PHUONG	DONG	UNIVERSITY越南河內東方大學經營管理系	教師	

專長	越語、行銷、國際企業、管理	

12.	吳怡璇	

澳洲伊迪斯科文大學	傳播與藝術系	傳播博士	

英國歐斯特大學	傳播廣告公關	碩士	

(法商)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主任	

麥奇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品牌行銷總監	

(美商)寰宇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公關(迪士尼美語)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計畫活動：	

2021	教育部數位課程開發計畫	

2017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微笑城市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執行「106年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郵輪遊客觀光導	

覽計畫	

2017金鳶盃台灣深度旅遊--觀光遊程規劃競賽	

13.	林賴毅	

學歷：	

華梵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專技副教授兼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空中進修學院兼任講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講師	

基隆市政府勞工教育訓練講師	

昱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IS專員、FAE藍芽通訊軟體工程師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程式設計師	

中華商業銀行系統工程師	

程式設計、資料庫系統、網站規劃與設計、藍芽技術	

14.	張敏捷	

荷蘭烏特列茲設計高等學校媒體藝術碩士	

英國樸茨茅斯大學媒體藝術碩士	

崇右影藝科大改制後首任研發長	

崇右影藝科大文化創意研究所創所所長	

崇右影藝科大專技副教授	

崇右影藝科大動漫研習社指導老師	

卓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技術顧問	

遠東動畫股份有限公司動畫技術顧問	

詮釋設計公司（ATchanx.com）設計顧問	

15.	陳禹達	

學歷：		

日本大學大學院藝術學研究科	造型藝術專攻	碩士	(1999/04	~	

	2001/03)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美術學科	視覺傳達設計	學士	(1995/4	~		

1999/03)		

經歷：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專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2009	–	迄今)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系主任	

	(2016/08	–	迄今)		

崇右技術學院	研發處	產學組長	(2009/08	–	2010/09)		

Ibeautiology艾品美學生技有限公司-視覺設計顧問、佳音事業機	

構佳音英語-插畫設計、「J'study」留日情報雜誌封面插畫設計、	

余光音樂雜誌活動組-日文翻譯、貿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術設計、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監事、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選手培訓評審		



【請假規定與離退訓機制說明】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班級秩序規章 

1. 課程名稱:( ) 

2. 課程日期:自( )止，總時數為( )小時 

3. 課程時間:周一到周五，上午 8:00~17:00，中午休息 1 小時。 

4. 上課方式:本課程採實體教學方式授課，學員需於課程排定時間內到場聽課，並尊重講師以
維護上課秩序及所有學員之學習權益。 

5. 簽到、退方式:本課程每天將以紙本進行簽到、退各一次，若有需要將不定時抽點學員出勤
狀況。學員需於課務人員提供之簽到表上，以一般人足以辨識之正楷字體，簽署與身分證上
相符之本名，若字跡潦草無法辨識、簽署暱稱、綽號、藝名、塗鴉、不明符號等，或是由本
人以外之人士代簽，皆視為學員未能完成簽到、退，將依規定註記為缺曠。 

6. 簽到、退時間分別於上午課程開始後 30 分鐘內、下課程結束前 30 分鐘內，請學員務必配
合，不配合點名作業將以缺曠論處。 

7. 學員於受訓期間應配合課務人員之指示，於規定之時間內落實簽到、退，如超過時間 30 分
鐘，學員得要求補簽到、退，但需依規定登記缺曠時數，並依規定請假。 

8. 學員若無故連續缺曠超過 24 小時以上，且經課務人員提醒後未見改善，訓練單位得逕行辦
理離、退訓，學員不得有異議。 

9. 為維護授課秩序及訓練品質，參訓學員必須專心聽講，不得隨意聊天、喧嘩、睡覺、飲食
等足以影響授課品質之行為。學員若發生上述行為，經課務人員提醒後未有改善且情節嚴重
者，本單位將提請勞動部予以退訓。 

10. 請假規定: 學員於上課期間若有請假之必要，應提早向班務人員請假，或者於本課程 Line 
群組之記事本提出，貼文格式為"姓名 xxx，x 月 x 日 xx 時至 xx 時請假 x 小時"。其餘請假規

定依勞動部所公告之規範處置。 
11. 請尊重每位講師之智財產權，上課禁止錄影、錄音，未經講師及主辦單位同意，禁止重

製、節錄、公開傳輸、改作、散布、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12. 離、退訓應於 5 日前向課務人員提出，，並以書面 email 告知辦訓單位。 

13. 以上規定，本人 願意配合，若有不配合之情事，本人將接受辦訓單位與
勞動部之處分，不得有異議。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辦理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身份學員參訓契約書	

	

立	約	人	學員：																											（以下簡稱甲方）		

訓練單位：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約定下列各條款共同遵守：		

	

第	一	條	甲方於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收受本定型化契約書。		

第	二	條	參訓班別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勞動部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第	三	條	訓練期間：	自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至 111年				月					日止。		

第	四	條	課程時數：授課總時數 240 小時。		

第	五	條	繳費方式		

（一） 訓練費用金額甲方每人訓練費用總金額為新臺幣																元。	
（金額欄位不得空白）		

（二） 訓練費用乙方不直接和甲方收取。乙方開訓日起檢附參訓名冊等資料，向訓練地點所

在地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提出申請。		

第	六	條	參訓及補助資格		

（一）甲方同意依本計畫規定檢附參訓必要之個人資料，	交由乙方彙整資料向分署辦理請領

訓練費用。		

（二）甲方應確認開訓當日為年滿 15 歲至 29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訓練期間不得具勞工保

險(不含訓字保)、就業保險身分，或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且同意乙方及分署對於甲

方開訓當日之就保、勞農保資格進行檢核，必要時，	甲方須提供乙方開訓當日仍在保

之投保明細表。	

甲方若曾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

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訓練(以下簡稱職前訓練)者，於結訓後 180 日內，不得參加本訓

練課程。		



（三） 甲方若要取得結訓證書，需缺席時數未逾訓練課程總時數 10 分之 1。		

第	七	條	甲方有以下情事之一，分署不予補助：		

								（一）為自己或他人以偽造文書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補助。		

								（二）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		

								（三）參訓期間實際到課情形與簽名內容不符、代他人或請他人代為簽名者。	

								（四）未取得結訓證書。		

								（五）不配合本計畫之訪視、訓練績效評估及追蹤考核。		

第	八	條		甲方同意乙方於辦理本訓練課程及相關事項所必要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本人資

料。乙方並得依據甲方提供之個人資料，於前開事項範圍內與甲方聯絡。	

甲方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具有	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之權。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將甲方個人資料提供第三人或作	不當之利用，其法律

效果，依相關法律辦理。		

第	九	條	甲方於受訓期間或結訓後仍需配合補助計畫之主管機關、訓練單位辦理不預告訪視、

訓練績效評估及追蹤考核。甲方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分署、分署訪視、電話抽

查、郵寄	問卷或相關資料之查對，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1年內不得參加職

前訓練。	

前項不得參加職前訓練期間，自該處分送達日起算。甲方參加本訓練課程，於結訓

後 180 日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及青年就業旗艦訓練計畫。		

第十條	甲方於受訓期間應配合乙方制定之班級秩序規定，配合課務人員之聯繫，於規定之點名

時間落實簽到、退，如超過點名時間 30 分鐘，不得要求補簽到，需依規定登記缺

曠，並依規定請假。	

										如課程採線上遠距授課，甲方於課程簽到、退時間需開啟視訊鏡頭，並不得配戴口罩、

墨鏡等足以影響臉部完整辨識度之物品。	

										甲方若無故連續缺曠超過 24 小時以上，且經課務人員提醒後未見改善，乙方得逕行辦理

離、退訓，甲方不得有異議。	

第十一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本計畫暨作業手冊辦理，並遵循相關法令及誠實信用等原則



公平解決之。	

第十二條	甲乙雙方就訓練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發生爭議時，由訓練班次所在分署進行協處，因本

契約有關事項涉訟時，甲、乙雙方合意	以訓練班次所在地所屬轄區地方法院為其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	本契約乙方應明定相關參訓規章或須知，並得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同等

之效力。如與本契約牴觸者，其牴觸部分以本契約為主。	

第十四條	本契約之附件及相關廣告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

份為憑，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第十五條	甲方於參訓期間需遵守我國法規、勞動部相關規定及乙方校規。行為不檢情節重大，

影響訓練課程進行者，甲方願無異議同意乙方為退訓之處理。	

	

立約書人學員（簡稱甲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訓練單位核准立案名稱全名（簡稱乙方）：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核准字號：			台(55)高字第 15866號														（公立大專校院免填）		

代表人姓名：	蕭源都																																		（簽章）		

聯絡電話：(02)23817059	

單位地址：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課程評量方式】 

n 專業學科: 偏重論述與理解. 課程的安排循序漸進, 設定階段性該理解的目標。 

n 術科: 著重實際操作與練習, 追求分組討論與演練熟悉度。 

 

 

 

  

 

 

 

 

 

 

有問必答!! 
於每節課結束前 20 分鐘進行課程複習, 
每位學員都要回答講師所提出的問題，
並依此回覆作為評量學習成效之指標。 

形成式
評量

標準參照
評量

實作
評量

檢視目標是否達成? 
每堂課之設計與安排 

皆有階段性目標, 及預設好 
希望學員從該堂課學習到的內

容, 於課堂結束時一一檢視,  
以此檢視課程內容規劃指標。 

實際操作演練!!! 
講師示範與操作後, 讓學員就取得
之工具/道具自由演練, 並完成講

師交代之實習作業, 於課堂上一一
展演並由講師講評, 由此列入評量

學習成效之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