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課程 

數位電商網紅經濟養成班(台北)  
招生簡章 

 

 
 

【課程簡介】 

在 2020 年全球產業受疫情衝擊下，消費行為從線下轉移至線上，影響實體營銷規模，大幅縮減了

實體市場的交易，業者為突破困境繼而轉向跨境電商，在政府 5+2產業政策中，推動跨境電商發展是新南

向的重點方向之一。 

Digital Repor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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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社群媒體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全球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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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台灣地區有九成人口都是網路用戶，透過手機連線的比例多達 120.7%，顯示台灣民眾有一定比例用

戶使用兩隻以上手機裝置。且根據整體網路使用時長的分析，台灣人一天有近 8小時都在網路上，而又有

一半的時間都是都過手機來使用網路，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相當高。台灣超過 80%的網路用戶有在網路購



買產品過。整體台灣 B2C 電子商務在過去一年成長 13%, 每人平均在網路購物消費達美金 1,799 元（約台

幣五萬四千元）。 

由此可見其電子商務將為日後應用之主流，在企業進行數位轉型趨勢下，因而突顯企業對具備數位行

銷技能與電商營運技能關鍵人才的渴求與急迫性。因此本班課程位學員設定學習目標，引導學員熟捻跨

媒體營運、強化網路直播、社群應用與其衍生之經濟應用，提升電子商務數位行銷實戰技能，輔助學員

順利邁入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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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商網紅經濟養成班(台北) 

3. 課程領域：數位資訊 

4. 課程時數：240 小時 

5. 報名日期：111/08/13~111/09/13 

6. 開訓日期：111 年 09 月 14 日（星期三） 

7. 結訓日期：111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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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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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訓練費用：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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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培育電子商務行銷企劃基礎人才，學習行銷思維、架構及策略、應用之能力。 

2. 培育電子商務市場行銷策略人才，學習市場營銷概念、創造品牌競爭及行銷推廣優勢與電商平台營

運管理之專業能力。 

3. 培育電商直播數位行銷人才，學習了解數位媒體概念及平台特色、操作運用等專業知識。 

4. 培育電子商務行(營)銷數據分析人才，學習數據搜集與解讀分析，行銷活動策略優化的技能。 

5. 學習基礎攝影實用技能、剪輯影片之能力。 

6. 協助學員找出個人特色，培育行銷自已的能力。 

7. 學習掌握社群議題與內容操作的應用技能提升社群影嚮力。 

8. 增強商用英文應用能力，提升自我表達能力。 



9. 強化學員口語表達與溝通技巧。 

10. 增強直播基本知識，學習直播的行銷策略與內容規劃，提升直播平台的特色與操作運用的專業知識。 
 
【課程特色】 

1. 行銷企劃、電商行銷、數位技能、直播企劃從入門到進階，團隊全方位豐富的教學。 

2. 社群影響力盛行，內容行銷為必備技能。 

3. 掌握多元化的行銷資源與知識技能，運用行銷資源與策略創建適合的行銷模式。 

4. 電商直播正加速興起，瞭解電商的發展趨勢、平台種類以及經營模式，掌握電商行銷實務要領。 

5. 網路數位時代當道，紮實的數位行銷課程，提升全方位的數位競爭力。 

6. 結合電商直播、手機拍攝技巧、創造 1+1 大於 2 的效果。 

7. 聚焦實務與應用：紮實課程，跳過摸索期直取核心成效，現場教學，實際操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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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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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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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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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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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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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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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B7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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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mailto:tc19941112@gmail.com


學術科 課程單元 課程單元說明 時數 

一般學

科 
營銷科技與人性 

1.MarTech 帶來的經濟衝擊與

行銷改革,  

2.行銷 5.0的 Do and Don’t 

4 

一般學

科 
營銷科技面面觀 MarTech新名詞與未來 4 

一般學

科 
數位世代的多重宇宙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行銷架構

與策略,  

各階層的目標釐清與規畫 

4 

一般學

科 
受眾的多重宇宙 直播受眾大剖析 4 

一般學

科 
元宇宙的核心科技應用 

1.數位企劃師的行銷觀念與

實踐 

2.時代對媒體的影響, 與數位

媒體共生共存 

8 

一般學

科 
商用英文 

1.熟悉的陌生人 - 英文會話 

2.從聽說讀寫建立你的英文

能力 

3.從聽說讀寫建立你的英文

能力 

4.口說練習、英文實務 

16 

一般學

科 
就業座談 求職技巧與履歷撰寫 4 

一般學

科 
產業媒合 直播產業人才媒合會 4 

術科 直播 

1.直播軟體與硬體運用操作 I 

認識直播器材 

2.直播軟體與硬體運用操作 I 

架設直播工作台 

3.直播軟體與硬體運用操作 I 

認識直播軟體與註冊帳號 

4.OBS 開台教學 

5.直播設定與實際上線操作 

20 

術科 影像 
1.剪輯 DIY 

2.手機拍攝 
64 

術科 音效 

1.編曲 1_事前準備和相關器

材介紹 

2.編曲 2_軟體基本操作 

3.編曲 3_基礎混音 

4.編曲 4_效果器原理和操作 

16 

術科 通用 

1.形象改造 

2.彩妝理論 

3.國際禮儀 

16 



 

 

 

 

 

 

 

 

 

 

 

 

 

 

 

 

 

 

 

 

 

 

 

 

 

 

 

 

 

 

 

 

【講師簡歷】 

1. 黃育萍 

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 

25年以上行銷媒體與品牌管理工作經驗,經歷: 

香港商傳立媒體有線公司台灣分公司副總經理 

美商艾比傑媒體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馬諦氏蘇格蘭威士忌行銷經理 

智威湯遜廣告公司媒體企劃 

教學實績: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講師,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產學班媒體企劃講師,  

專業學

科 

台灣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媒

體 
跨出虛擬走入現實 4 

專業學

科 
虛擬世代的未來 你該了解的千禧世代 4 

專業學

科 
疫後媒體大起底 

數位世界如何做到精準行銷

(1) 

數位世界如何做到精準行銷

(2) 

8 

專業學

科 
數位行銷實戰家 

1.數位通路進階 - RTB 程序

化購買與 CRM再行銷 

2.數位通路進階 - 數位媒體

的搜尋引擎最佳化 

3.數位通路進階 - 社群媒體

行銷 

12 

專業學

科 
走入大數據 成為大數據電子商務人才 4 

專業學

科 
數據雨林 

推薦算法帶來隱私邊界模糊, 

算法歧視,  操控選舉等問題 
4 

專業學

科 

BI與 AI的應用與案例分

享 

別人怎麼操作？--媒體操作

案例分享 I 
4 

專業學

科 
溝通從了解自己開始 說話的藝術 I 溝通情境演練 8 

專業學

科 
說話的藝術 

1.說話的藝術 I 表達溝通暖

暖身 

2.說話的藝術 I 實務技巧：

聽與說 ─ 有效溝通 

8 

 合計 240 



臺師大 GF EMBA 講師,  

動腦雜誌客座講師 

2. 葉子瑜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畢業 

擅長: 行銷架構與思維,策略定位與戰略規劃, 全媒體企劃與購買, 網紅行銷, 電商直
播與數位行銷, 口語表達, 溝通技巧 
工作經歷: 

媒體庫傳播資深企劃經理 

絕對數位媒體數位企劃經理 

迪思恩媒體數位企劃經理 

美商艾比傑媒體行銷(股)公司 Non-TV Buyer 

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股)公司研究員 

3. 謝慧穎 

銘傳大學經濟系畢業 

15年以上媒體代理商服務經驗 + 6年互聯網營銷和生產經驗 

工作經歷: 

統一數網副總監 

艾比傑數位互動副總監 

卡卡飛資深總監 

迪斯恩/艾璽數位總監 

 

 

 

4. 曾彥鈞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系畢業 

工作經歷: 

DingoStudio 攝影工作室攝影 

失親兒福利基金會視覺設計/行銷專案設計 

AllenStudio 個人品牌創辦 

5. 吳沛穎 

世新大學廣電系畢業 

擅長網紅行銷, 內容行銷, 直播電商 

工作經歷: 

聯廣廣告公司廣告業務 

奧美廣告公司資深業務 

紅心辣椒娛樂科技媒體採購經理 

迪思恩媒體媒體採購經理 

6. 楊雅芳 

日本文化女子大學服裝學部流行社會學科畢業 

擅長日系基礎美妝概念與操作，日系服裝造型概念，平面美術設計，產品包裝設計 



工作經歷: 

日本住友商社台灣分公司戶外用品部設計 

日本 Fancl化妝品公司行銷副理 

台灣資生堂集團法徠麗行銷廣報部總監 

新葉國際化妝品公司總經理 

鼎豐貿易有限公司 SPA商品開發顧問 

7. 莊玉嫻 

英國雷丁大學亨利商學院行銷暨國際管理學系碩士畢業 

擅長數位行銷– 程序化購買, SEO and SEM, 內容行銷 

工作經歷: 

傳立媒體公司行銷主任 

艾比傑媒體公司數位行銷主任 

8. 謝依穎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畢業 

擅長數位行銷, 企劃與購買 

工作經歷: 

山人整合行銷資深數位行銷專員 

卡卡飛媒體專員 

9. 智嶸 

輔仁大學生物系 

工作經歷 

日本亞細亞航空空服員 

See’s Candies 時思糖果北區店經理 

大陳生物科技產品專員 

河南女子中專國際禮儀講師 

 

 

10. 林伯亨 

慈濟大學攝影展評審/講師 

海星國小攝影講師 

高質感影片拍攝與剪輯研習課專任講師 

111年國立東華大學「社群媒體與數位行銷班」聘任講師 

11. 王福闓 
數位時代、聯合報民意論壇、 

動腦雜誌、中時電子報(受訪專家/專欄作者) 

凱義品牌整合行銷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總顧問) 

中華品牌再造協會(理事長) 



台灣行銷傳播專業認證協會(理事長) 

品牌再造學院(院長) 

12. 何禮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管理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 

頑石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經理 

企業虛實通路營運管理、策展管理 

13. 吳建廷 

8年+廣告及影視導演 

新北市及台北市政府廣告 合作導演 

中華三菱、納智捷、聲寶等知名品牌廣告 合作導演 

任職聯合影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及導演 

導演專案經歷: 

2022/05 新北社宅，有你一起就是美好生活廣告導演 

2022/04金鴻醫材科技有限公司形象影片導演 

2022/03 新北市五股青創藝術節宣傳影片導演 

2022/03「都更三建」 新北市政府宣傳形象影片導演 
14. 徐嘉壕 

淡江大學數學系(畢) 

廣播電台~ 

花蓮豐蓮廣播電台 節目部主任  

警察廣播電台花蓮台 節目主持人 

花蓮後山電台 節目主持人 

電視 

亞洲旅遊台 鐵馬東遊記主持人 

中視 超級歌喉讚 評審 

2014全球閩南語歌曲創作演唱大賽評審 

MOMO親子台 寶貝新樂園 評審老師 

2010-2019 太平洋觀光節 主持人 (超過 20場大型跨年晚會) 

2010-2020 夏戀嘉年華 主持人 (超過 100場大型演唱會) 

2020 基隆嗨轟跨年音樂節 

15. 陳君佳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系畢業 

陳君佳造型工作室 負責人 

護理師經歷 6年，海內外造型師經歷 10年 

2014－至今，花蓮集團結婚指定婚紗、婚禮造型師  

2015因婚紗造型拍攝上新聞報導，可在 YouTube收尋 

2015年成立花蓮區第一間手工婚紗工作室，擔任造型總監 

2016年將造型技術衍伸至美容行業，創下該地區收尋率最高之造型師  



16. 楊（朝）涵 

學歷 

政治大學新聞系雙修政治系 

現職 

秦之涵創賦有限公司 營運長 

花蓮縣觀光旅遊民宿協會 總幹事 

行政院退輔會 創業諮詢委員 

勞動部東部社企輔導委員 

經歷 

安益國際展覽集團 資深主編 

活動平台雜誌 特約撰述 

臺灣世界展望會 資深專員 

花蓮文創園區企劃部經理 

播種者休閒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行銷經理 

17. 劉相楨 

樹德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婚禮無限公司 首席主持 負責人 

1.花蓮市立幼兒園 幼兒教師 

2.典華幸福機構 婚禮顧問 

3.婚禮無限公司 負責人 

星光 20婚禮主持人爭霸賽前 10名，成為台灣前 10大婚禮主持人 

台北市消防局兒童夏令營記者會 

南訊開發科技公司尾牙主持 

DXC易思科技尾牙主持 

忠華保全集團尾牙主持 

南山人壽廣鈺尾牙主持 

南訊開發科技公司尾牙主持 

 

18. 謝建章 

目前擔任喜潛水假期(喜唯旅行社)行銷科技長 / 英文領隊 

現任『TAAA台灣留澳校友會』理事  

自2012年7月起擔任雅思、托福、及外僑學校入學考家教。 

2003-2012年服務於ICT產業，包括軟硬體及網通產業擔任行銷及專案經理。 

曾旅居澳洲近 10年，期間曾於文創產業服務。 

並取得學士、及碩士文憑及澳洲職場訓練師三級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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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收受本定型化契

約書。 第 二 條 參訓班別名稱：國際行銷電商直播自媒體人才

培訓班(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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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 四 條 課程時數：授課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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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時數逾訓練課程總時數 3 分之 1。 

（五） 未取得結訓證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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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秩序規章或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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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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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課程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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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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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