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數據科技行銷企劃應用培訓班(招生簡章)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課程 

【指導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中華產業創新競爭力協會、卓越國際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課程名稱】：大數據科技行銷企劃應用培訓班(第 7梯次)~(第 8梯次) 

【訓練領域】：□數位資訊 □電子電機 □工業機械 □綠能科技 ■國際行銷企劃 

【課程時數】：324小時 

【報名期間】：(第 7梯次) 112 年 01月 30日至 112年 04月 04日 

              (第 8梯次) 112 年 03月 01日至 112年 06月 14日 

【訓練日期】：(第 7梯次) 112 年 04月 06日 (星期四)~ 112 年 06月 20日 (星期二) 

              (第 8梯次) 112 年 06月 16日 (星期五)~ 112 年 08月 31日 (星期四) 

【甄試日期】：(第 7梯次) 112 年 04月 05日 (星期三) 

              (第 8梯次) 112 年 06月 15日 (星期一) 

【上課費用】：符合 15-29歲待業青年者(不含日間部在學學生)，學費全額補助 

【訓練人數】：30名(最低開班人數:20人) 

【受訓資格】： 

1. 年滿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待業青年。(不含日間部在學學生) 

2. 學歷:不限。 

3. 青年若已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或旗下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

準辦理之職前訓練者，於結訓後 180 日內，不得參加本計畫。 

4. 青年年齡是以其參加之課程開訓日為基準日，如青年報名後開訓日異動者，仍以原訂開訓日計

算。 

5. 訓練期間不得具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就業保險身分，或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 

【報名方式】： 

1. 欲申請政府計畫補助者，請先前往台灣就業通-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網完成報名。 

2. 課程簡章網址:http://aiq.takming.edu.tw/elite7-8/ 

【課程洽詢】： 

專線電話：02-2656-1414 劉小姐 

聯絡信箱：ciicait@gmail.com 

http://aiq.takming.edu.tw/elit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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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本班課程承襲本校自 110年 8月 10日-111年 9月 16日開班六班，目前已有 128位學員完成結訓，且

學員滿意度達九成以上，學員就業率達七成七以上；因應產業需求，據商研院在進行企業輔導與內訓作

業時發現，轉型關鍵人才需要包含下列幾項：1、電子商務人才：線上活動規劃、商品導流、網站控管；

2、數位/社群行銷人才：社群經營、數位廣告製作；3、數據分析人才：資料結構、統計分析、商業應用

等。因此本單位開設相關課程以符合市場產業及人才之需求。本課程包含電子商務、策略行銷規劃、顧

客關係管理、品牌故事行銷、整合溝通行銷、社群經營與行銷、應用大數據商業於行銷企劃、科技行

銷、社群行銷、數據分析及簡報師認證、行銷溝通認證、GA認證及多益認證等皆以實務課程為主。 

【課程目標】： 

培訓具備行銷企劃、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簡報師認證等能力並應用大數據商業於行銷企劃、科技

行銷、社群行銷、數據分析及行銷企劃師、簡報師認證、GA 認證等能力的大數據商業應用人才，並可對

接產業界職務名稱，應徵行銷企劃專員，行銷溝通專員，公共關係專員，網路輿情分析師，廣告優化師，

廣告投手，線上活動策畫，成長駭客，產品行銷等相關職務。 

【上課時間】： 

依各梯次課程期間： 

(第 7梯次)112/04/06-112/06/20，09:00~17:00，共 324小時。(詳細上課日期主辦單位依實際狀況調整) 

(第 8梯次)112/06/16-112/08/31，09:00~17:00，共 324小時。(詳細上課日期主辦單位依實際狀況調整) 

【上課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研究推廣大樓：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 81巷 5號 (學科/術科) 

【課程名稱／授課方式】：總上課時數：324 小時 (不含休息時間)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調整之權利 

課程總覽： 

課程項目 科目名稱 時數 師資 學/術科 

大數據概論及實務

分析 

認識大數據 3 劉磁霜 學科 

大數據商業應用案例分析 7 許哲銓 學科 

Google Analytics 10 林宏一 術科 

大數據分析工具實作 14 許哲銓 術科 

質化研究分析 7 劉磁霜 學科 

影音編輯製作 

影片優化的行銷技巧 7 陳彥儒 術科 

影音製作編修 7 鄧皓元 術科 

手機影像製作及編修 7 錢逢鳴 術科 

電商經營實務應用 

電子商務模式分析 6 蔡瑞容 學科 

電子商務發展現況與重要趨勢 6 許哲銓 學科 

電商營銷新思維及核心策略 6 張谷光 學科 

電商網路廣告行銷策略 7 蔡瑞容 術科 

實機線上模擬電商經營 14 張谷光 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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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溝通行銷 

整合行銷傳播策略 7 鍾育明 學科 

顧客關係管理 7 鍾育明 學科 

故事行銷的效益 7 林 儀 學科 

社群經營與行銷 

認識主要社群平台 7 林佳杏 學科 

網路社群應用技法及經營管理 7 林佳杏 學科 

社群行銷活動規劃案例解析 7 錢逢鳴 學科 

實機操作社群經營 20 
白榮吉 

張玉姍 
術科 

新多益認證 

英文履歷撰寫 7 譚美珍 術科 

常用字彙快速記憶 7 譚美珍 學科 

商用英文實務技能 7 柯蕾亞 學科 

輔導新多益認證考試 14 陳怡容 術科 

企業參訪及 

就業媒合 
企業參訪-初階媒合就業(至少 10 家企業) 30 劉磁霜 術科 

整合企劃實作 

簡報製作觀念及規範 7 張文彥 學科 

整合企劃實作 20 劉磁霜 術科 

企業經營模擬實務 20 陳彥良 術科 

學員企劃競賽模擬 3 劉磁霜 術科 

學員企劃競賽評審 3 林 儀 術科 

專業認證 

初級銷售策略分析師(認證) 3 

中華產業創新

競爭力協會 

王永寧 

術科 

初階行銷溝通專員(認證) 3 術科 

初階行銷企劃規劃師(認證) 3 術科 

質化研究資料處理研究員(認證) 3 術科 

新秀簡報師(認證) 3 術科 

通識課程 

中文履歷表撰寫 7 張文彥 術科 

面試技巧及模擬 7 魏鸞瑩 學科 

職場智慧及倫理 3 林 儀 學科 

斜桿投資理財 4 吳文彬 學科 

性平等課程 3 黃淑鈴 術科 

開訓及結訓 開訓儀式及結訓儀式 4 林 儀 - 

 總時數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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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說明】： 

課程名稱 大數據概論及實務分析 

師資介紹 1劉磁霜 

學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現)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異視行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專

案經理兼資訊管理師 

經歷：華夏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兼任講師、德明企管系 專案計畫人員、漢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超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王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異視行銷市場調查

股份有限公司、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領域專長：網站平台建置規畫、專案管理、行銷企劃撰寫 

2許哲銓 

學歷：英國巴斯斯巴大學軟體工程博士 

現職：(現)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傑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玄奘大學與德明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兼任助

理教授、109-110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109-110 銘傳大學醫療資訊與

管理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109-110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領域專長：IoT物聯網設計、人工智慧、服務流程再造、專案管理、雲端運算、資料庫設

計、網路通訊系統 

3林宏一 

學歷：國防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學士 

現職：(現)貫聯國際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總監兼專任講師 

經歷：碩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經理、華梵大學推廣中心 講師、致理科大推廣中心

講師、巨匠電腦 講師、良實有限公司 設計師 

領域專長：大數據分析、廣告媒體、數位行銷、網頁設計 

課程名稱 影音編輯製作 

師資介紹 1陳彥儒 

學歷：銘傳大學訊工程系學士 

現職：(現)城市美學室內裝潢有限公司 助理設計總監 

經歷：沃特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長、展碁國際家電 事業部 網路行銷專員 

領域專長：影音製作教學、社群平台經營與品牌推廣、網站建置規畫 

2鄧皓元 

學歷：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英文學系學士 

現職：(現)奧森影業製作有限公司 導演 

經歷：後山創意有限公司 導演 

領域專長：影視製作導演企劃與執行、影音製作教學 

3錢逢鳴 

學歷：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物理學系物理組 

現職：(現)梨本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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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2020 - Present 卓越雜誌 數位發展部 總監 

•2019 - Present 秀泰集團 (Showtime) 特別助理 

•2019 - 2020 郭台銘總統選舉網路自媒體幕僚、郭家軍＆永齡基金會自媒體團隊 

•2018 - Present 梨本科技有限公司 (PearNature Tech Inc.) 創辦人 

•2016 - Present 台灣爾本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理特別助理/軟體技術顧問 

•2016 - Present 創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Trunk-Studio）顧問 

•2017 - Present 神彩藝藝新媒體有限公司（COLORFUL MEDIA）商業顧問 

•2014 - Present 梨本企業有限公司 (PearNature Inc.) 創辦人 

•2012 - Present 美商 新必優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2015 - 201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產品經理 

領域專長：影音編輯、媒體操作 

課程名稱 電商經營實務應用 

師資介紹 1蔡瑞容 

學歷：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學士  

現職：(現)立德爾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業務總監 

經歷： 

2021年 4月~2021年 8月  媚登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行銷副總 

2020年 8月~2021年 3月 大禧堂做創意 行銷企劃 總監 

2017年 2月~2020年 12月 東南旅行社 自由行部 經理 

2011年 7月~ 2016 年 12月 五福旅行社 自由行產品部 協理 

2009年 7月~ 2011 年 7月 雪芃廣告公司 業務總監 (AD) 

2006年 5月~ 2009 年 7月 雄獅旅遊 (LION TRAVEL) 產品企劃主任 

2000年 8月~ 2005 年 4月 智威湯遜廣告公司(JWT) 客務經理 (AM) 

領域專長：品牌經營及溝通策略、市場整合行銷傳播規劃、行銷資源整合及執行、公關

活動規劃與執行 

2許哲銓 

學歷：英國巴斯斯巴大學軟體工程博士 

現職：(現)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傑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玄奘大學與德明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兼任助

理教授、109-110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109-110 銘傳大學醫療資訊與

管理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109-110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領域專長：IoT物聯網設計、人工智慧、服務流程再造、專案管理、雲端運算、資料庫設

計、網路通訊系統 

3張谷光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助理教授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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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軟體與 ERP中心 主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中崗科技 工程師 

·經濟部即時輔導計畫-晨創虛實整合營運平台建立計畫 

·經濟部 CITD計畫-虛實整合之創新投幣式寵物洗浴服務 計畫主持人 

·2016某區域立委社群輿情分析與網路言論操作 

·2020某區域立委社群輿情分析與網路言論操作 

·2014-2020中小企業品牌社群文案設計與自有平台經營電商 顧問 

·群威行銷公司 顧問、亞頌科技公司 顧問 

領域專長：預測、供應鏈管理、資訊科技與管理、統計、管理科學、平台經營與社群行

銷文案、大數據分析架構建立 

課程名稱 整合溝通行銷 

師資介紹 1鍾育明 

學歷：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經歷：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襄理、優美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董事、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副院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管系主任、物管系主任 

領域專長：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策略管理、市場營銷管理、消費者行為、戰略管理 

2林儀 

學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經歷：台北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兼任副教授、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商品行銷與通路 課程講師、東海大學企管系碩士

班-高機經營實務主講人、德明技術學院技術合作處代理技術合作處 處長、異視市場研

究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顧問 

領域專長：行銷研究、組織行為、消費者行為、策略管理 

課程名稱 社群經營與行銷 

師資介紹 1錢逢鳴 

學歷：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物理學系物理組 

現職：(現)梨本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長 

經歷： 

•2020 - Present 卓越雜誌 數位發展部 總監 

•2019 - Present 秀泰集團 (Showtime) 特別助理 

•2019 - 2020 郭台銘總統選舉網路自媒體幕僚、郭家軍＆永齡基金會自媒體團隊 

•2018 - Present 梨本科技有限公司 (PearNature Tech Inc.) 創辦人 

•2016 - Present 台灣爾本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理特別助理/軟體技術顧問 

•2016 - Present 創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Trunk-Studio）顧問 

•2017 - Present 神彩藝藝新媒體有限公司（COLORFUL MEDIA）商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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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Present 梨本企業有限公司 (PearNature Inc.) 創辦人 

•2012 - Present 美商 新必優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2015 - 201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產品經理 

領域專長：影音編輯、媒體操作 

2白榮吉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經歷：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兼任副教授、行政院勞動部 門市服務乙/丙級技術士監評

委員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審查委員、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等校 博碩士論文口試委員、光泉企業 顧客關係管

理企業內訓講師  

領域專長：電子商務、資訊管理、網路行銷、企業電子化 

3張玉姍 

學歷：私立東吳大學日文系/私立中國科技大學數位音樂音效學士後學程 

現職：(現)細胞錄製有限公司行銷企劃 

經歷： 

德國 STEINBERG CUBASE 認證錄音師 

2019 樂在其中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影音行銷企劃 

2019 中國科大畢業專輯《幕後大明星》- 創意總監、MV統籌策劃 

2019 中國科大數位音樂音效學程畢業發表會 - 總執行 

2019 《捕夢之星素⼈創作歌唱比賽》- 總執行 

2020-現在 VI TAIWAN YOUTUBE 頻道《投資金股追》- 節目策劃 

領域專長：行銷管理、網路行銷、消費者行為、策略行銷規劃、影片剪輯 

4林佳杏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學士畢業 

現職：米粒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負責人 

經歷： 

107-109年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授課講師 

109年 華夏科技大學 行銷企劃與客戶關係管理 業界講師 

109年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口碑行銷講師 

109-111年 華夏科技大學 Google關鍵字廣告操作實務 授課講師 

110-112年 華夏科技大學 Facebook廣告投放與優化 授課講師 

110年-111年 華夏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導論 授課講師 

領域專長：網路行銷與電商經營、數位行銷企劃、行銷溝通工具應用、社群經營、社群

操作 

課程名稱 新多益認證 

師資介紹 1譚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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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英國女皇大學英語教學博士(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EdD in TESOL)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兼主任 

經歷： 

2012-迄今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專任副教授 

2000-2007 德明技術學院語言中心 專任講師 

教授科目：職場英語、會議英語、餐旅英語、觀光英語、服務業英文閱讀與討論、商業

英文閱讀與討論、英文句型與練習、新多益聽力、新多益閱讀 

2柯蕾亞(Dariya Kalnytska) 

學歷：烏克蘭國家工程學院金屬治金碩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講師 

領域專長：英語教學、多益證照、雅思證照 

3陳怡容 

學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研究所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副教授 

領域專長：英語教學、認知負荷與數位學習、數位英語教學 

課程名稱 企業參訪及就業媒合、整合企劃實作 

師資介紹 1劉磁霜 

學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現)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異視行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專

案經理兼資訊管理師 

經歷：華夏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兼任講師、德明企管系 專案計畫人員、漢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超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王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異視行銷市場調查

股份有限公司、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領域專長：網站平台建置規畫、專案管理、行銷企劃撰寫 

2張文彥 

學歷：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經歷：107-109年德明企管系實習廠商就業媒合暨說明會、德明企管系科與時尚經營組

畢業系友會 

領域專長：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策略管理、職能管理 

3陳彥良 

學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所碩士 

現職：(現)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經歷：五福旅行社 業務副理、燦星旅遊 網路行銷專員、東森購物 旅遊客服部 

領域專長：行銷企劃撰寫 

4林儀 

學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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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經歷：台北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兼任副教授、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商品行銷與通路 課程講師、東海大學企管系碩士

班-高機經營實務主講人、德明技術學院技術合作處代理技術合作處 處長、異視市場研

究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顧問 

領域專長：行銷研究、組織行為、消費者行為、策略管理 

課程名稱 專業認證 

師資介紹 中華產業創新競爭力協會-理事 

積極培訓執行創新競爭力與經營評量之各級人才，並協助各級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及產

業組織推動創新競爭力活動、人才培訓及經營評量及管理之教育訓練及學習活動，並推

動相關商業行銷認證。藉由產學整合，進而提升產業創新，有效提升產業競爭力。 

1王永寧 

學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博士 

現職：(現)成長發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經歷：中華產業創新競爭力協會 理事長、利永遉醫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城市美學

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設計師、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企管系 兼任講師、華夏科

技大學企管系 兼任講師、臺北科技大學工管系 兼任講師、泰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

顧問 

領域專長：企業文化與職場倫理、勞資倫理觀念發展現況、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職場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課程名稱 通識課程 

師資介紹 1張文彥 

學歷：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經歷：107-109年德明企管系實習廠商就業媒合暨說明會、德明企管系科與時尚經營組

畢業系友會 

領域專長：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策略管理、職能管理 

2魏鸞瑩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人力資源組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經歷：虹光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品管手法韋伯分析 顧問、香港商江森自動控制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RCM顧問、聯勤計畫署計畫組 組長、聯勤人事署人才招募組 組長 

領域專長：品質管理、服務品質、人力資源、休閒管理、創新 

3林儀 

學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經歷：台北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兼任副教授、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商品行銷與通路 課程講師、東海大學企管系碩士

班-高機經營實務主講人、德明技術學院技術合作處代理技術合作處 處長、異視市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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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顧問 

領域專長：行銷研究、組織行為、消費者行為、策略管理 

4吳文彬 

學歷：國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現職：(現)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兼主任 

經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兼主任 

領域專長：財務管理、財務分析、消費者行為、行銷管理 

5黃淑鈴 

學歷：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大陸研究所博士、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碩士、文化

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現職：(現)財團法人宜蘭縣蘭馨婦幼中心 執行長 

經歷：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主流 專業講師、宜蘭縣政府性騷擾評議委員會 委員、台灣

警察專科學校 兼任助理教授、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執業社會工作師 

領域專長：性別平等相關 

【請假規定及課程評量】： 

一、上課規則： 

1. 簽到表請勿代簽，請本人正楷簽名，字跡潦草，會請你重簽。 

2. 每天準時上課前簽到，下課離開簽退(不可提早簽到退)。 

9:15與 13:00後算遲到，未滿 30分以 0.5小時計算，超過 30分以 1小時計算。 

舉例：09:20到班，遲到 0.5小時； 09:32到班，遲到 1小時 

13:01到班，遲到 0.5小時； 13:28到班，遲到 0.5小時 

二、請假規則： 

1. 事假請事先告知，事後不受理，以曠課處理。 

2. 病假請提出看診收據，經辦訓單位同意後始得以病假處理。 

三、離訓規則： 

1. 訓練期間，若因個人因素或找到工作需要辦理離訓手續，請於離訓前 5 日，向訓練單位提出，

並寄電郵告知訓練單位與北分署之承辦人，以利處理離訓作業。 

四、退訓規則： 

1. 違反「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規定，訓練期間不符合參訓資格，立即退訓。 

2. 若參訓期間選擇升學，且為日間部學制，從註冊當日起認定為日間部在學生，退訓處理。 

3. 訓練期間，若曠課達 3次(上下午算各 1次)，採退訓處理。 

4. 本班訓練時數為 324小時，請假時數上限為 32小時，若超過請假時數上限，則無法領取學習獎

勵金，並同時辦理退訓。 

五、結訓證書發給要件： 

1. 參訓總時數須滿 292小時，若未上滿 292小時(不含請假時數)，不頒發結訓證書與安排參加就

業媒合會。 

2. 若參訓總時數滿 292小時，但未完成指定專案，未完成專題或期末未進行專題發表者(如下)，

視同未完成修課規定，不頒發結訓證書。 

(1) 於課程中取得認證至少三張。 

(2) 於結訓前交繳中文履歷表及成果企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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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對象】： 

1. 有志從事行銷企畫相關產業之青年。 

2. 15 歲至 29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及非日間部在學學生。 

3. 對此議題有興趣者。 

【報名流程】： 

1. 登入「台灣就業通」，尚未加入會員者請先加入會員。

https://job.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agree.aspx/ 

2. 點選下方橙色區塊「測驗去」進行測驗。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3. 點選「申請參加計畫」並登入台灣就業通。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4. 輸入「開訓日期區間」、訓練單位名稱「德明」並按「送出」。 

5. 點選「想參加的課程名稱」，確認班別正確後，於頁面下方點選「申請參加計畫」。 

6. 確認個人資料正確、下方仔細閱讀並打勾後點選「送出申請」。 

7. 於提示訊息視窗中點選「確定」並選擇線上簽名，掃描 QR code進行手機線上簽名。 

8. 點選「更新存摺號碼」→選取手機相簿中的學員本人存摺照片後點選「儲存」。 

【報名申請流程圖解】：

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Downloads/%E7%94%B3%E8%AB%8B%E8%AA%AA%E6%98%8E_new.docx.pdf 

【注意事項】 

參加勞發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者訓練費用補助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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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每月發給學習獎勵金新台幣 8000元(請假總時數累計不得超過 10%才得領取)。 

3. 為確保您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4. 如取消報名，請開課前七日以書面傳真至主辦單位並電話確認，並請於開課前七日以 email通知

主辦單位聯絡人並電話確認。 

5. 配合講師或臨時突發事件，主辦單位有調整日期或更換講師之權利。 

6. 以報名順序為主，額滿開班 

7. 續經審核資格不符者，應自行繳交訓練費用，本課程費用為 NT$69,714元。 

8.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網站：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站：http://tcec.takming.edu.tw/ 

10.課程網址：http://aiq.takming.edu.tw/elite7-8/ 

分 

《報名請進》👉👉👉

https://job.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agre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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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Downloads/%E7%94%B3%E8%AB%8B%E8%AA%AA%E6%98%8E_new.doc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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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cec.takmin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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