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效率必備技

開課時段：平日白天/平日晚間/假日班
適合對象：零起點新手或初學者
NT4,200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由Excel的資料建立開始，再由淺入深的介紹報表設
定、應用函數、圖表呈現、週報表、樞紐分析、報
表連結等。都可利用Excel迅速的建立分析資料，藉
由資料彙整並減少複雜的運算時間，增加工作效率
、提升自我職能價值。

開課時段：平日白天/平日晚間/假日班
適合對象：已會EXCEL基本資料建立、
簡單函數功能
NT2,200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當業務不外乎要懂市場商機外，也要懂得整合
數據報表，幫助你在業務上發揮事半功倍的效
率！當業務一定要會用EXCEL報表，除了要會
用之外，還要發揮EXCEL最聰明的資料整合分
析功能，讓你製作報表無須慢慢填數字、一行
一列地增加數值欄位！

數據資料分析進階班

開課時段：平日白天/平日晚間/假日班
適合對象：需學過函數應用菁英班或
具備基礎函數能力
NT6,300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教你如何運用EXCEL各式分析技巧，帶你
一一找出藏在魔鬼裡的細節，掌握市場商
機脈動及潮流趨勢，幫助產品銷售及廣告
關鍵字設定等，透過詳細說明及實用範例
，讓你邊學邊做，提升行銷精確度及工作
效率，成為職場EXCEL的應用能手！

開課時段：平日晚間
適合對象：需要有EXCEL報表與函數的
基礎能力學習者
NT9,000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
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從銷售前至銷售後的過程準備、分析、擬定、
推出的完整商品銷售準備，每一個環節，運用
EXCEL大數據分析及聰明雲端工具，從數據中
縝密評估，並教你用工具所成，無論是產品定
價分析表、商品庫存表、顧客訂單彙整與資料
分析表等等實用商業市場表單快速製做。

網路行銷
學習地圖
給 網 路 行 銷 人
不能不知道的事！
◆廣告投放金三角精準行銷術-基礎操作實戰班
28小時
NT 16,6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三大行銷利器的裙帶概念全盤通透解析與實作！精省預算的聰明廣告投放行
銷術！專家級業界講師針對目前市場廣告投放趨勢，深入廣告行銷整體策略
佈局，並藉由課堂實作讓你對廣告投放更精準活用！可全修亦可單報。

廣告
投放
廣告
金三角
精準投放
(可單修)

◆FB廣告投放操作基礎實務班
7小時
NT 4,000 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全球約有96%的社群經營者認為FB是目前各大廣告平台中最有效的行銷平台選擇！
關於FB的演算法你了解多少?如何減省預算下FB廣告的技巧實務。

◆Google Ads關鍵字廣告投放實作班
7小時
NT 4,000 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客製廣告行銷藍圖：廣告行銷的分析、規劃及佈局觸及率最高的GDN多媒體廣告應
用技巧實作！讓廣告輕鬆達到最大效果！

◆Google Analytics網站數據分析證照班
14小時
NT 8,600 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學會GA使用及分析，等同看財報數據找出魔鬼細節般的重要性，早先比別人穩占市
場商機。掌握必要的策略思維與操作技能，及早搶占數位時代的競爭制高點。

網站 ◆SEO新手超入門：網站營銷與搜索引擎優化
12小時
營銷 NT 8,400 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增加
流量導購

業界SEO權威嚴家成老師親授！運用SEO增加「網頁能見度」，網路行銷管道方式多元化，然而
在其背後卻要有「穩定且持續」的流量來源，才能讓受眾群看到自家品牌網站，進而導購提升點
擊率與轉換率。

◆FB小編養成之路講座系列1-2
3-6小時

NT 1,000~1,200 平日下午上午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超有梗」行銷文案設計3小時 / 990元，透過四大文案編寫流程，帶你勾畫完整輪廓！
粉絲團經營「活動行銷術」6小時 / 2,100元，從活動發想、策略擬定到實地圖文完整製作。

社群 ◆玩轉Instagram！社群行銷經營必修技
經營 6小時
NT 2,100平日下午晚上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加承行銷
效益

課堂IG懶人包一一實作給你看！再配合限時動態、直播、投票等功能，互相配搭運用，提升粉絲
人氣、關注度與社群黏著度，進而達成導購目的！

◆懸疑小說家的『廣告行銷文案』勾心學
12小時
NT 4,800平日晚間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深究人類心理撰寫廣告行銷文案，不讓文案流於千篇一律，耐人尋味！

網路媒體行銷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台中教育中心
專線：04-27087982

學習地圖

行銷工具統整
坊間網
路工具
一大堆，
如何綜
合運用?

◆《廣告投放金三角精準行銷術》
基礎操作實戰班
共28小時/NT 16,6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三大行銷利器的裙帶概念全盤通透解析與實作！
精省預算的聰明廣告投放行銷術！
專家級業界講師針對目前市場廣告投放趨勢，課程兼具行
銷心法與工具的實務操作！深入廣告行銷整體策略佈局，
並藉由課堂實作讓你對廣告投放更精準活用！
可全修亦可單報。

廣告投放工具
如何精準下廣告才能將錢花在刀口上?
◆FB廣告投放操作基礎實務班
共7小時/NT 4,000/假日

◆ 三門必修 網路行銷創業工具應用篇
共18小時/NT 5,200 / 平日下午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全修優惠/團報優惠！
想自行創業營造個人品牌商機並減低行銷成本的學習者。
分三大單元學習，分別如下：免費行銷網站建置術、
網路行銷工具宣傳應用術、社群經營工具開拓行銷術！
可依個人學習需求單報或跟著課程學習地圖全報課程，
學習效益最完整！

加乘行銷宣傳
跨媒體網路工具與圖文影音整合加乘行銷效益！

◆FB小編養成之路講座系列1-2
平日下午上午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超有梗」行銷文案設計3小時 / 990元
透過四大文案編寫流程，帶你勾畫完整輪廓！
粉絲團經營「活動行銷術」6小時 / 2,100元
從活動發想、策略擬定到實地圖文完整製作。

◆玩轉Instagram！社群行銷經營必修技
共6小時/NT 2,100 平日下午 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課堂IG懶人包一一實作給你看！再配合限時動態、直播、
投票等功能，互相配搭運用，提升粉絲人氣、關注度與
社群黏著度，進而達成導購目的！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全球約有96%的社群經營者認為FB是目前各大廣告
平台中最有效的行銷平台選擇！關於FB的演算法
你了解多少?如何減省預算下FB廣告的技巧實務。

◆懸疑小說家的『廣告行銷文案』勾心學
共12小時/NT 4,800 平日 間

◆Google Ads關鍵字廣告投放實作班
共7小時/NT 4,000/假日

◆電子報EDM設計實作與策略
共18小時/NT 5,400 平日 間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客製廣告行銷藍圖：廣告行銷的分析、規劃及佈局
觸及率最高的GDN多媒體廣告應用技巧實作！
讓廣告輕鬆達到最大效果！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電子報行銷未曾過時！並且是非做不可的行銷策略！
運用電子報行銷不僅省成本，比起其他社交經營管道更
顯直接有效，也擁有更高的轉換率！

◆Google Analytics網站數據分析證照班
共14小時/NT 8,600/假日

◆微影行銷廣告企劃師培訓班
共18小時/NT 6,300 假日班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學會GA使用及分析，等同看財報數據找出魔鬼細節般
的重要性，早先比別人穩占市場商機。掌握必要的策略
思維與操作技能，及早搶占數位時代的競爭制高點。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網路數位影音行銷知識你想了解與立馬囊括的兩大重點：
「如何構思有價值意涵的好影片打動受眾群」+「怎麼
製作一支行銷好影片」的精華Knowhow！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深究人類心理撰寫廣告行銷文案，不讓文案流於千篇一律！

多媒體平面行銷
學習地圖
結合行銷觀念的
設計更精準出色！

市場
數據
先了解
市場需求

◆ 市場經營分析師 X
30小時 EXCEL大數據銷售與管理策略
NT 9,000 平日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從銷售前至銷售後的準備，每一個環節，運用EXCEL大數據分析及
聰明雲端工具，從數據中縝密評估，並教你用工具所成，無論是產
品定價分析表、商品庫存表、顧客訂單彙整與資料分析表等等。

◆實戰平面設計-基礎素養技法先修
6小時
NT 2,000 平日下午平日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全修優惠/3人團報優惠！

以Photoshop軟體為主軸進行實用功能熟悉應用，以有邏輯系統的方
式養成軟體使用好習慣，進入｢平面設計｣前更加得心好上手！

設計
養成
設計
基礎
人氣必修推薦

◆實戰平面設計-全修班
63小時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NT 12,600 平日晚間平日下午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全修優惠/3人團報優惠！

平面文宣、Banner 、形象圖文，都需要透過Photoshop編輯合成、
Illustrator插畫設計、InDesign排版美學各自發揮功能用途，讓各個圖
文素材發光又彼此協調地相互輝映於版面中，發揮吸睛宣傳效果。

◆從日本廣告行銷
9小時 學走心文案與平面設計
NT 4,200 假日
開課一週前全修優惠/團報優惠！

你也是一個從：行銷、文案、設計樣樣想自己來、自行經營的設計者嗎
？那就從最受國人青睞的日式軟式行銷了解學習，各式文案導讀及實際
創作，搭配平面設計知識及技巧，用一眼時間，緊緊抓住顧客心！

行銷
素養
應用
設計
進階

◆ 品牌行銷《平面廣告設計師》菁英班
30小時 設計行銷思維實戰
NT 12,000 平日 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全修優惠/3人團報優惠！

這門課的重點不在於美編軟體工具的教學，因為這些你都已經會了！
你要學的是如何應用你本身具備的美編技能，結合「設計行銷」觀念，
提升你的設計素養，讓你設計得再好看的作品，不會因為缺少了行銷思
維而被打回原形！業界設計潛規則實作！

多媒體平面行銷
學習地圖
結合行銷觀念的
設計更精準出色！
◆新手廣告形象圖文
12小時 Banner即刻製圖法！

多元
平面
行銷
其他實用
設計行銷
加承宣傳

NT 4,2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電商設計新手必備的廣告設計圖文養成補帖！網拍促銷廣告圖、
網站頁面橫幅、FB封面照、IG限時動態圖文、Youtube的頻道頭貼到
店家官方Line上的產品形象圖，適合完全沒有設計經驗的初學者！

◆電子報EDM設計實作與策略
18小時
NT 5,400 平日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電子報行銷未曾過時！並且是非做不可的行銷策略！
運用電子報行銷不僅省成本，比起其他社交經營管道更顯直接有效，
也擁有更高的轉換率！這門課將帶你實作符合設計趨勢與有效結合行銷
策略的電子報技巧實作，讓舊有顧客回流，並挖掘你的潛在顧客商機！

◆ Line貼圖原創設計與上架技巧
12小時 靜態貼圖 / 動態貼圖
NT 3,600 平日下午假日班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平面
主題
設計
發揮應用
設計所長
整合包裝

從發想設計到繪製並如何上架申請，讓您有機會成為原創貼圖設計師，
展現創意細膩的貼圖，並企劃傳達出原創理念，滿足眾多使用者需求。

◆A瑪的職場品牌插畫經營
16小時 商業插畫創作設計與包裝接案
NT 5,200 平日下午假日班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教你如何把自己喜歡的插畫創作應用在各個生活層面，帶給人們療癒
與感動，甚至想透過你喜歡的圖文創作進而接案變成你的副業或專門
的生財工具！零基礎學習者亦可！

◆創意品牌<商品包裝策略視覺設計>
30小時 Illustrator+Photoshop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NT 7,500 假日班

好的包裝設計，可以為產品帶來無限商機。完整覆蓋目前消費市場的
多元設計包裝，從美學、創意、實用、便利、成本控制等多方面向，
實際帶領你發想、策劃及實作你的創意美學包裝。美編零基礎者亦可

企劃
表達

◆商業簡報企劃設計與實戰演練
15小時 NT 4,200 平日上午平日下午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3人團報優惠！

｢沒有一堂課、一位老師會這樣教簡報的｣！從簡報企劃、設計、表達乃
至結合行銷概念，在一般坊間對簡報教學不會如此透徹，鉅細靡遺。
藉由此課程將教你如何提升簡報美化度及提案技巧魅力！

多媒體平面影音
商業平面DM海報
◆《實戰平面設計》全修班- 假日
平日下午晚間

學習地圖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共63小時/NT 12,600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
一週前全修優惠/3人團報優惠
具備一定的〝美編能力〞讓工作力增值！
DM海報、Banner 、廣告圖文，都需要
透過Photoshop編輯合成、Illustrator插畫設計
InDesign排版美學讓文宣發光。

◆《品牌行銷《平面廣告設計師》菁英班：
設計行銷思維實戰-需有美編軟體基礎能力
共30小時/NT 12,000/平日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這門課的重點不在於美編軟體工具的教學，而是本
身具備的美編技能，結合「設計行銷」觀念，提升
你的設計素養，讓你設計得再好看的作品，不會因
為缺少了行銷思維而被打回原形！商業平面設計最
需要加強補足的Knowhow精華實務！

◆Line貼圖原創設計與上架技巧(基礎班)
Line貼圖動起來(進階班)
各12小時/NT 3,600/平日下午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您在使用原創貼圖嗎？是否有時想找個適當的貼圖
來表達自己心情，卻找不到相當適合的圖案。從發
想設計到繪製，再至如何上架申請的完整實務課，
讓您有機會成為原創設計師，並傳達原創理念，亦
可滿足使用者需求。

◆創意品牌<商品包裝視覺設計>
Illustrator+Photoshop
共30小時/NT 12,000/平日下午

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好的包裝設計，可以為產品帶來無限商機。完整覆蓋目
前消費市場的多元設計包裝，從美學、創意、實用、便
利、成本控制等多方面向，實際帶領你發想、策劃及實
作你的創意美學包裝。美編零基礎者亦可。

◆打造完整設計師之路：字體企劃設計
共24小時/NT 7,5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打造完整設計之路，你該從設計師必學的｢字體｣設
計開始！從理論到實作；從字體演變乃至Typography
文字設計，內建你想設計的字體元素，提升你對字
體的敏銳度與觀察力，培養字體設計專職力。

◆ 《A瑪的職場品牌插畫經營》
商業插畫創作設計
與包裝接案
共16小時/NT 5,200
假日平日上午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
生優惠/團報優惠
教你如何把自己喜歡的插畫創作應用在各個生活層
面，帶給人們療癒與感動，甚至想透過你喜歡的圖
文創作進而接案變成你的副業或專門的生財工具！
零基礎學習者亦可！

影音剪輯與動畫
◆AfterEffect《影視動畫廣告人才》
基礎班30小時 / 進階班18小時
NT6,200~8,890/平日 間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Adobe After Effect 是業界中相當知名的視訊特效軟
體！主要應用在電影特效鏡頭、節目片頭與廣告特
效…等短片製作上！教你完成2D與3D視訊動畫專案
製作，並以實作範例為導向！

◆Premiere影音媒體剪輯師
共18小時/NT 5,5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百萬網紅阿滴都在使用“Premiere”軟體剪輯影片！
廣告、品牌、個人皆能透過一支「影片」扭轉消費
者對你的印象與品牌認知度！影音剪輯技能為現今
行銷企劃、自媒體經營者能力必備！從0到1完整影
片剪輯邏輯與心法教學，融入製片設計想法，帶你
成為影音媒體剪輯師！

◆專業影音Final Cut Pro-影片剪輯企劃與實作
共18小時/NT 7,500/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Mac愛好者中高階影音剪輯必備！Final Cut Pro在美
國專業剪輯市場中的佔有率為49%，是蘋果公司所推
出的一套專業的非線性媒體編輯軟體！搭配應用實
例來說明Final Cut Pro重要設置的實際用途，使你能
夠更有效地掌握軟體的各種使用功能。

網站設計與經營
經營自架品牌網站、
增進網頁美感編排、銷售設計!

學習地圖
零
基礎
新手
/
無須
程式
學習
/
網站
經營
心法

◆《品牌網站主視覺形象企劃力》
6小時 即刻新生的亮眼行銷力！
NT 2,200 平日下午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實作網站設計四大原則，包含網頁排版、圖文設計、具行
銷力的文字打造，缺一不可，讓你立馬心領神會！

◆WordPress電子商務購物
36小時 網站設計師培訓班
NT 12,6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85折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全世界30%用它架站並結合SEO！網站經營銷售心法與完
整實作」！評估預測消費者瀏覽網站的動線與購物心理分析
，結合行銷概念與銷售策略，成功地讓網站留住訪客，並且
轉為金流！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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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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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
設計
素養
/
網站
優化
強化

◆跨平台網頁建置操作實務HTML+CSS/Bootstrap
48小時
NT 15,000 平日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85折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提供完整的操作觀念跟架構教學，引導你直接撰寫語法，從
實做中學習，將所有網頁設計的要點一次搞懂，讓你在自行
設計上游刃有餘，或跟網頁開發人員溝通時，能夠以技術觀
點來看網頁能做到怎樣的程度。

◆UX/UI設計師養成
30小時 實務培訓班
NT 9,9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85折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熱門職缺排行絕少不了UI/UX設計師，而多數企業主開出的徵
才條件幾乎是UX、UI兩者能力兼備！網站設計的好壞、瀏覽
體驗、網站建置前的構思皆靠UX/UI設計師，學會UX/UI，也
能跟網站建置設計師傳達具體的設計構思，實踐你理想中的網
站設計。具Photoshop能力者或學習經驗者尤佳。

網路媒體
行銷

學習地圖

市場數據調查
◆ 【市場經營分析師】X
【EXCEL大數據銷售與管理策略】
共30小時/NT 9,000/平日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從銷售前至銷售後的過程準備、分析、擬定、推出的
完整商品銷售準備，每一個環節，運用EXCEL大數據
分析及聰明雲端工具，從數據中縝密評估，並教你用
工具所成，無論是產品定價分析表、商品庫存表、顧
客訂單彙整與資料分析表等等。

平面文宣設計
行銷與設計缺一不可，達到吸睛關注設計力
◆《實戰平面設計》全修班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共63小時/NT 12,600/假日平日下午晚間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全修優惠/3人團報優惠
具備一定的〝美編能力〞讓工作力增值！DM海報、
Banner 、廣告圖文，都需要透過Photoshop編輯合成、
Illustrator插畫設計、InDesign排版美學讓文宣發光。
另有《實戰平面設計》6小時 基礎素養技法先修班

◆從日本廣告行銷-學走心文案與平面設計
共9小時/NT 4,200/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你也是一個從：行銷、文案、設計樣樣想自己來、自行
經營的設計者嗎？那就從最受國人青睞的日式軟式行銷
了解學習，各式文案導讀及實際創作，搭配平面設計知
識及技巧，用一眼時間，緊緊抓住顧客心！

◆【HERO IMAGE】：
新手廣告形象圖文Banner即刻製圖法！
共12小時/NT 4,2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全修優惠/團報優惠
電商設計新手必備的廣告設計圖文養成補帖！網拍促銷
廣告圖、網站頁面橫幅、FB封面照、IG限時動態圖文、
Youtube的頻道頭貼，到店家官方Line上的產品形象圖，
適合完全沒有經驗的初學者！

網站經營設計
品牌網站經營、銷售技
巧，以及網頁美感設計！

◆《品牌網站主視覺形象企劃力》
-即刻新生的亮眼行銷力！
共6小時/NT 2,200 平日下午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無須寫程式，結合網站行銷概念，帶你實作網站設計
四大原則，包含網頁排版、圖文設計、具行銷力的文
字打造，缺一不可，讓你立馬心領神會！

◆WordPress電子商務購物網站設計師培訓
共36小時/NT 12,6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全世界30%用它架站並結合SEO！連美國白宮、SONY 、
時代雜誌都愛用！網站經營銷售心法與完整實作！結合
行銷概念與銷售策略，成功讓網站留住訪客，轉為金流！

◆SEO新手超入門：網站營銷與搜索引擎優化
共12小時/NT 8,4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業界SEO權威嚴家成老師親授！運用SEO增加「網頁能
見度」，提升「網站營銷」，透過SEO的策略法則提高
網頁排名、流量，並藉由其他網站平台引導到你的網頁。

品牌店家/個人特質包裝
◆《素人網紅直播》影音行銷內容企劃
共12小時/NT 6,000 平日下午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完整介紹直播工具平台分析＋受眾腳本文案設計＋個人特
質魅力包裝＋社群互動搭配行銷宣傳，一步步帶你將「直
播工具」轉換為「口碑人氣」與「商品轉換率」，節省廣
告宣傳費，一起感受直播所帶來的指尖經濟效益。

◆《嘿！Siri愛的發聲練習》配音技巧入門班
共6小時/NT 3,6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Siri第一代發聲人盧怡君老師親授！聲音情緒掌控、聲動
的朗讀技巧、說故事的傳達力，與聲音情緒的配音原則，
讓你未來上台演講、直播互動、課程教學、業務溝通上更
能精準掌握聲音情緒與如何發揮個人聲音的魅力特質！

動畫影音行銷
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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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影行銷廣告企劃師培訓班
18小時
NT 6,3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網路數位影音行銷知識你想了解與立馬囊括的兩大重點：
「如何構思有價值意涵的好影片打動受眾群」+「怎麼製作一支
行銷好影片」的精華Knowhow！將企劃與實作一支好影片！

◆Premiere影音媒體剪輯師
18小時
NT 5,500 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百萬網紅阿滴都在使用“Premiere”軟體剪輯影片！透過一支「影片」
扭轉消費者對你的印象與品牌認知度！從0到1完整影片
剪輯邏輯與心法教學，融入製片設計想法，帶你成為影音媒體剪輯師！

剪輯
後製
基礎
實用班

◆iMovie質感影片剪輯技巧篇
Mac適用
6小時
NT 2,200 平日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iMovie絕對是你最必備實用的剪輯軟體，透過最簡單的「點擊」、「拖曳」等直覺
性操作方式即可輕鬆完成，幾乎涵蓋一切影片剪輯需求。

◆專業影音Final Cut Pro影片剪輯企劃與實作
18小時 Mac適用
NT 7,500 平日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Final Cut Pro在美國專業剪輯市場中的佔有率為49%，是蘋果公司所推出的一套專業
的非線性媒體編輯軟體，提供強大而精確的編輯工具，帶你全面認識且系統性地介
紹Final Cut Pro剪輯軟體的各項功能與使用技巧，搭配應用實例使你能夠更有效地掌
握軟體的各種使用功能與影片剪輯重要技巧。

◆AfterEffect《影視動畫廣告人才》
30小時 基礎班
視覺
特效
讓畫面
更精緻
動人

NT 8,890 平日晚間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Adobe After Effect 是業界中相當知名的視訊特效軟體！主要應用在電影特效鏡頭、
節目片頭與廣告特效…等短片製作上！教你完成2D與3D視訊動畫專案製作，
並以實作範例為導向，進入視訊動畫的領域！

◆AfterEffect《影視動畫廣告人才》
18小時 進階班
NT 7,500 平日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對於動態影像製作進階延伸課程，運用After Effect與Adobe 相關的Photoshop、Illustrator…等
軟體相結合，完成2D與3D視訊動畫專案製作，給具備 AE基礎能力者的進階課程，練就更精
湛的特效技藝！

遊戲動畫/AR科技
◆Unity手遊設計開發實務
共36小時/NT 12,6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
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以｢遊戲專案開發流程｣為主軸，讓學
員可以瞭解手機遊戲開發過程，從遊
戲企劃、專案建立、環境設定、遊戲
元素製作、互動程式開發、專案輸出
App等流程，一步一步引導學員實務開
發，以達到企劃與實務結合之目標。

◆3ds Max角色建模設計師入門班
共24小時/NT 7,5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遊戲動畫產業起手式第一步：人物角色建模！從頭
至尾的人物角色設計完整說明與實務操作。非只強
調「技術面操作」，更重視讓人物個性本質「立體」
的功力！教你以「遊戲玩家為本」的方式，去進行
美術企劃與創意思考，而3ds Max 的學習應用，能快
速增進你的角色建模製作流程，提升你的設計效率。

◆《開發！AR行銷APP》之多媒體互動設計
共6小時/NT 3,000/假日平日上午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全球熱門遊戲 ｢Pokemon Go｣就是運用AR技術最成功
的例子！將單一平面的紙本、產品、網站，變成趣味
可預見想像的行銷手法及內容推廣。此課程將教你製
作AR教學範例，整合圖像、聲音、動畫、影片等媒材，
完成AR App的開發。

職場文書 / POP
◆商業簡報企劃設計與實戰演練
共15小時/NT 4,200/平日上午下午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沒有一堂課、一位老師會這樣教簡報的｣！
從簡報企劃、設計、表達乃至結合行銷概念，在一
般坊間對簡報教學不會如此透徹，鉅細靡遺。藉由
此課程將教你如何提升簡報美化度及提案技巧魅力！

◆創意手繪POP實務-門市行銷廣告促銷設計
共12小時/NT 3,200/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具有手感溫度的POP也能促進營收！這門課將教你基
本實用的手繪POP紮實功！透過專業教師指導你也能
寫出一手好字，並且感受自己在學習前後的字體變
化！另外也會帶你分析POP爆炸卡在實際賣場應用的
分析與實質效益，同步讓職能與營收Up Up！
詳細課程資訊
請掃描QR Code
04-27087982

網站動畫
影音設計
網站影音設計師
◆UX/UI設計師養成實務培訓班
共30小時/NT 9,900/假日
開課一個月前早鳥優惠；
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UX相對於使用者優化的用戶體驗；UI設計師
則是把UX提出的內容實踐視覺化！多數企業
主開出的徵才條件幾乎是UX、UI兩者能力兼
備！本課程分兩階段進行，還會依照筆電、
手機、電腦版教你實務規劃！

◆iMovie質感影片剪輯技巧篇
共6小時/NT 2,200/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Mac愛好者入門影音剪輯必備！吸睛、高質感、獨特效
果、直覺性操作，成為任何想要完成一部完整、具視覺
性及獨特性的新手影片製作者欲先達成的影片剪輯成果，
iMovie絕對是你最快上手、最必備實用的剪輯軟體！

攝影實力養成
◆攝影基礎班
共9小時/NT 2,340/平日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本課程讓您能學會數位拍攝的原理與技巧，讓你隨時隨地
都能拍出讓人眼精一亮的影像。
另有
讓自己不論在構圖、選景、人物、服裝搭配上，都能游刃
有餘的實務演練課。

◆高質感商品攝影美學實拍
共15小時/NT 7,000/平日晚間假日下午
開課一週前新舊生優惠/團報優惠
商品攝影理論+參訪專業攝影棚及實地拍攝+商品
照片後製！並帶你參訪專業攝影棚，讓你實際應
用發揮所學技能，最後教你商品照片後製，於短
時間內吸收到水準般的攝影職人技巧。

◆男朋友專屬-手機攝影課
共3小時/NT 1,000/平日晚間假日
開課一週前兩人同報享優惠
只要3小時，藉由手機基本拍照功能介紹、拍照前後
的實際對比說明、現場六大基本功實際操作及奠定
養成以及好用的修圖app，提升你的手機攝影力！
另有
3小時/1,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