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產學合作及創新創業計畫-產學攜手共創樂活 

創意行銷人才培訓營 

一、實施目的：透過課程的訓練，給予學生不同的思維模式，以利激發出更多的創新 

              靈感，並利用網路行銷達到微型創業。 

二、主辦單位：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三、活動時間：103 年 09 月 01 日~103 年 09 月 05 日 上午 8:00~下午 5:00，共計五日 

四、參加對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  

五、活動地點：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六、活動費用：全程免費 

七、活動內容：如附件一 

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止，限額 20 人，額滿截止。 

   (二) 報名方式： 

       1.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二)，繳交至美容保健科辦公室；或上美容保健科網站下載後，e-mail 至： 

         shih_wei@ms.szmc.edu.tw。 

       2.未滿 18 歲者，請監護人填寫同意書後，同報名表一併繳交。 

   (三) 經核定錄取者，本科將於 8 月 8 日(星期五)前寄發電子信件及電話告知，若無收到者，請主 

       動來電聯繫。 

   (四) 本活動會後發予研習證書，以茲證明。 

   (五) 凡參予本活動之學生或團隊，將具有參加「SZ樂活養生中心 網站建置比賽」之資格 

       (附件三)。 

   (六) 為安全起見，請自行投保。 

   (七) 本活動不供應餐點，但為響應節能減碳活動，請自行攜帶筷子及杯子。 

   (八)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來電：07-6979333轉5925 楊世瑋講師。 

 

 

 

 



(附件一) 

103年度產學合作及創新創業計畫-產學攜手共創樂活 

創意行銷人才培訓營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教室 主題 內容 講者 

103.09.01 08:00~08:10 A517 報到簽到   

08:10~08:20 始業式   

08:20~09:10 創意行銷比賽介紹 -創意行銷比賽參加模式與資格 

-參與創意行銷比賽具備的要素 

楊世瑋 講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09:20~11:10 商品計畫書撰寫-I -商品計畫書撰寫內容的模型 

-如何發想商品計畫書的核心元素 

 

楊世瑋 講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11:20~12:00 World Cof'e  楊世瑋 講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50 A503 網站設計規劃流程 網站設計基本觀念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5:00~17:00 網頁版型設計與內容 文字、表格、影像、背景、AP 圖層、頁框組、

超連結、Email 連結、影像地圖製作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03.09.02 08:00~08:10 A517 報到簽到   

08:10~11:00 商品計畫書撰寫-II -如何撰寫有效的商品計畫書 蘇晉鋒 總經理 

亞天光電有限公司 

國際PMP專業管理師 

11:10~12:00 World Cof'e  楊世瑋 講師 

蘇晉鋒 總經理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A503 Dreamweaver 軟體教學-I 網頁元素收集及製作, 常見網頁元素及版型編

排設計, iframe 內嵌頁框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03.09.03 08:00~08:10 A503 

 

報到簽到   

08:10~12:00 Dreamweaver 軟體教學-II 選單,  轉址, 跑馬燈, 插入多媒體物件(音效、影

片、Flash 按鈕), Dreamweaver 時間軸與動畫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2:00~13:00 A517 午餐   

13:00~15:50 創業計畫書撰寫 -商品計畫書撰寫內容的模型 

-如何撰寫有效的創業計畫書 

張惠玲 總經理 

中華經營管理職能發展中

心有限公司 

16:00~17:00 World Cof'e  楊世瑋 講師 

張惠玲 總經理 

103.09.04 08:00~08:10 A517 

 

報到簽到   

08:10~11:00 三創思維-衝破22K的人生 -如何透過比賽或計畫申請創業資金 

-撰寫屬於你的創業計畫書 

楊世瑋 講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11:10~12:00 World Cof'e  楊世瑋 講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A503 Dreamweaver 與 Flash動

畫結合呈現 

網站橫幅設計,影像合成與圖片最佳化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03.09.05 08:00~08:10 A503 報到簽到   

08:10~12:00 Flash動畫網站設計教學-I Flash動畫製作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2:00~13:00 A517    

13:00~16:50 A503 

 

Flash動畫網站設計教學-II FTP上傳網頁空間 李承蓉 講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16:50~17:00 結業式 頒發結業證書  



講師介紹 

蘇晉鋒 總經理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 光電研究所 博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化材所 博士候選人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所 碩士 

經歷 

亞天光電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國際PMP專業管理師 

創業諮詢顧問師 

實踐大學 業界導師暨國際企業管理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張惠玲 總經理 

學歷 

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經歷 

中華經營管理職能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總經理 

社團法人台中市企業講師協會理事長 

行政院中部聯合服務中心中區六縣市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青輔會飛雁專案女性創業育成班之計畫主持人 

中小企業處創業圓夢計畫之創業顧問師 

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處「93年績優創業顧問師」獎狀 

TTQS訓練品質規範之輔導顧問/講師 

勞委會職訓局「企業訓練聯絡網人力資源發展服務團」(HRD顧問) 

City & Guilds英國城市專業學會國際高級培訓師 

City & Guilds英國城市專業學會專案管理師 

ISO9000/14000/10015國際證照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專業講師（Cambridge Tutor Award） 

勞委會職訓局TTQS培訓品質規範e-learning數位教材講師 

 

李承蓉 講師 

學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博士候選人 

經歷 

教育部大專合格教師 

ACA 國際認證 監評 (Certiport 國際認證中心) 

全國創意網頁大賽 第1名   

網路歡笑一籮筐動畫大賽 最佳人氣獎 

師範大學全國Flash觀摩賽佳作 

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校務資訊組 

怡華實業 系統管理 

巨傑工商攝影 資訊部經理  

大學聯合分發委員會電算組幹事..等 

新巨企業 行銷主任 

 

 

 



(附件二)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創意行銷人才培訓營(報名表) 

1.姓名:                            

2.性別: □女  □男       

3.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4.通訊住址：□□□-□□                                                      _____  

聯絡電話：             手機電話：              電子信箱：                  ____ 

5.家長姓名：            聯絡電話：               手機電話：                  ____ 

6.就讀科系：            科/系       年級       班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            參加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 103年9月1日~9月5日 

所舉辦之 創意行銷人才培訓營。 

緊急連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緊急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      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 長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