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恆逸就業養成班
給你一個改變未來

的新希望
沒有任何背景限制，讓你從零開始打造第二專長

從門外漢蛻變為擁有專業身價的資訊人才！

就業養成班� 

畢業了、剛退伍、

還在待業中？ 對工作不滿意

想轉換跑道？

全套式職訓服務  技能+就業一次到位

廠商徵才
工作媒合

技能培訓

就業輔導

專屬
隨班班導

成功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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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UVMTTR
雲端虛擬化系統工程師就業認證養成班
Cloud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System Engineer Skill Training Program

時數：�6�3�0小時� � � ｜� � � 費用：�1�1�9�,�0�0�0元� � � ｜� � � 點數：不適用企業點數� � � � ｜� � � � 教材：� 原廠教材�+恆逸精選教材

隨著雲端運算議題正夯，�I�T產業群起「造雲」，導入雲端技術，發揮成本最大效益，已成為企業新趨勢。�2�0�1�4年根據�I�B�M預測，�9�0�%的領先企

業一定會進行雲端服務與技術的投入，目標當然是希望能將雲端方便配置計算、伺服器、儲存空間、硬體等資源池的重要管理功能，結合企

業的雲的需求，讓服務更有效被使用、且服務能在不中斷下進行硬體移動，相關應用程式使用問題能夠更快被管理人員掌握等，有別於過去

需建構在昂貴硬體成本才能享受的效果。在此趨勢的帶動下，近年來公有雲服務支出將從�2�0�1�1年的�9�1�0億美元躍升至�1�0�9�0億美元，到�2�0�1�6年

，企業公有雲服務支出將達�2�0�7�0億美元。雲端起飛的世代來臨，雲端系統工程師的價值正受矚目�!恆逸教育訓練中心—�I�T界的龍頭專業教育訓

練中心，自�1�9�9�6年成立至今已培訓超過�6萬人次�I�T技術人才，其辦學成績與培訓人才的品質，是業界與各企業優先爭相合作招募人才的最佳管

道。就業養成班課程以就業導向為訓練目的，為能落實訓用合一，讓受訓學員不僅學得有競爭力的專長，也可順利考取進入�I�T產業的必要數

項認證，取得進入�I�T相關工作的敲門磚。恆逸歡迎應屆畢業生、轉職或屆退士官兵等人士，有心投入資訊產業發展的人加入此專業技能培養

學習行列。

適合對象 �1�.� 電腦、資訊等相關科系畢業學員，為獲取更多更深的企業�I�T管理知識與專業國際證照者

�2�.� 沒有任何資訊技術背景，想進入熱門資訊產業者

�3�.� 欲轉職想學習專業技術並佔有一席之地者

�4�.� 從基礎觀念開始導入，適合想打好進入�I�T產業的強健體魄者

�5�.� �I�T產業新手，想厚植專業技能、加強自身就業競爭力、讓履歷增加選擇優勢者

�6�.� 獲取相關知識與證照，並準備投身於�I�T產業者

課程特色 �1�.� 本班輔導考取認證包括�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A�s�s�o�c�i�a�t�e�)、�C�C�N�A、�R�H�C�S�A、�R�H�C�E四張熱門國際認證

�2�.� 由原廠認證專業講師群親自授課，擁有豐富的教學與實務經驗，讓您真正學會企業當紅的雲端管理專業技術。培訓班級安排班導師，隨時� 

� � � � 關心學員學習狀況，即時掌握進度輔助個人學習

�3�.� 特別加長課程時間，採用中、英文教材授課，降低學習門檻，一步步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學習

�4�.� 每位學員擁有個人專屬硬碟，可完整存放上課資料與方便學員連貫課堂上練習

�5�.� 提供額外課後輔導與認證考試輔考服務，讓您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獲得最大學習效果

�6�.� 專人輔導就業與工作媒合，職前履歷表撰寫、面試技巧、趨勢講座等訓練服務

備註事項 �1�.� 原價�1�1�9�,�0�0�0元，一次付清價�1�1�5�,�0�0�0元

�2�.� 青年就業讚計畫已停止辦理新案之資格認定。之前已完成資格認定者，權益不受影響，仍可依本計畫規定辦理，

� � � � 詳細請參考台灣就業通網站。

�3�.�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服務專員

課程內容 �1�.【網路基礎課程】

   ‧網路基礎架構與網路服務

�2�.【�W�i�n�d�o�w�s網路管理建置】

   ‧�W�i�n�d�o�w�s� �S�e�r�v�e�r� �2�0�1�6安裝和儲存技術及虛擬化運算� 

   ‧�W�i�n�d�o�w�s� �S�e�r�v�e�r� �2�0�1�6網路服務

   ‧�W�i�n�d�o�w�s� �S�e�r�v�e�r� �2�0�1�6驗證服務

� � � ‧�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A�s�s�o�c�i�a�t�e�)認證考試輔導

�3�.【�L�i�n�u�x網路管理建置】

   ‧�R�e�d� �H�a�t� �L�i�n�u�x系統管理實務訓練課程Ⅰ

   ‧�R�e�d� �H�a�t� �L�i�n�u�x系統管理實務訓練課程Ⅱ

   ‧�R�e�d� �H�a�t� �L�i�n�u�x系統管理實務訓練課程Ⅲ

   ‧�R�H�C�S�A、�R�H�C�E認證考試輔導

�4�.【思科網路通訊管理課程】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認證�-�C�i�s�c�o網路建置實務

    ‧�C�C�N�A認證考試輔導

�5�.【應用程式伺服器】

   ‧管理�E�x�c�h�a�n�g�e� �S�e�r�v�e�r� �2�0�1�6

   ‧微軟防火牆建置實作

�6�.【雲端虛擬化課程】

   ‧�V�M�w�a�r�e雲端虛擬化安裝及設定管理課程

�7�.【就業前置作業輔導】

   ‧產業現況分析

   ‧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

   ‧就業輔導與企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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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UMBTTR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實務班
Mobil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時數：�4�1�4小時� � � ｜� � � 費用：�9�9�,�0�0�0元� � � ｜� � � 點數：不適用企業點數� � � � ｜� � � � 教材：� 恆逸專用教材

隨著�A�p�p�l�e� �i�P�h�o�n�e�/�i�P�a�d、�A�n�d�r�o�i�d智慧型裝置人手一機，行動開發議題已成為一股趨勢。課程循序漸進，從最基本的程式設計概論開始，讓無

程式設計基礎者也可以輕鬆入門手機�A�p�p程式設計領域。

課程中介紹�J�a�v�a程式語言與物件導向，再從�J�a�v�a開發工具切入，帶您學會�A�n�d�r�o�i�d的應用程式、以及雲端應用程式。�i�P�h�o�n�e與�i�P�a�d是目前

�A�p�p�l�e最火紅的行動上網裝置，想學�A�p�p�l�e的開發工具，就要從�O�b�j�e�c�t�i�v�e�-�C及�S�w�i�f�t程式語言開始。課程由淺入深，逐步教導您使用�O�b�j�e�c�t�i�v�e�-�C

及�S�w�i�f�t來建立�i�P�h�o�n�e�/�i�P�a�d的應用程式。此外，跨平台開發也是目前流行熱門的議題，課程中也將帶您認識跨平台通吃的�H�T�M�L�5開發程式，讓

您透過�H�T�M�L�5跨平台的優勢，大幅提升開發效益。除了基本的應用開發程式以外，課程中還有�"介面視覺優化課程�"，專門針對開發者量身訂

做，讓您不僅學到應用程式的開發功力，也能增加您對�A�p�p介面設計上的視覺優化，不論是自我開發或是未來就職都比別人更勝一籌！

課程最後的專題製作，將協助您製作個人作品，讓您在未來求職時更加無往不利！

適合對象 �1�.� 想學習�i�O�S、�A�n�d�r�o�i�d、�H�T�M�L�5等最受歡迎的�A�p�p手機應用開發者

�2�.� 有興趣學習行動開發之相關領域者

課程特色 �1�.� 從基礎到進階，無程式設計基礎也能輕鬆入門�A�p�p開發領域

�2�.� 同步雙修�i�O�S與�A�n�d�r�o�i�d，並且練就�H�T�M�L�5跨平台的技術能力

�3�.� �i�P�h�o�n�e課程提供�M�a�c�B�o�o�k� �P�r�o� �1�5吋�4核心�C�o�r�e� �i�7等級電腦設備實作

�4�.� 透過專題製作，讓您完成課程專業作品，面試求職沒煩惱

備註事項 �1�.� 原價�9�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9�5�,�0�0�0元

�2�.� 青年就業讚計畫已停止辦理新案之資格認定。之前已完成資格認定者，權益不受影響，仍可依本計畫規定辦理，詳細請參考台灣就業通網站

�3�.� 提供一人一機的操作環境，增加上機實作效果

�4�.� 課程進行至�i�P�h�o�n�e時，恆逸上課環境提供�M�a�c�B�o�o�k� �P�r�o� �1�5吋�4核心�C�o�r�e� �i�7等級電腦設備

�5�.�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課程內容 �1�.【基礎與程式應用】

    ‧手機程式設計基本概論

    ‧�J�a�v�a程式語言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G�o�o�g�l�e� �A�n�d�r�o�i�d開發應用】

    ‧�G�o�o�g�l�e� �A�n�d�r�o�i�d程式實戰演練�-使用�E�c�l�i�p�s�e與�A�n�d�r�o�i�d� �S�D�K打造雲端商務應用程式

    ‧�G�o�o�g�l�e� �A�n�d�r�o�i�d新增元件，網路元件與�G�o�o�g�l�e應用程式引擎建置實務

�3�.【�A�p�p�l�e� �i�O�S開發應用】

    ‧�i�P�h�o�n�e與�i�P�a�d� �O�b�j�e�c�t�i�v�e�-�C程式語言

    ‧�i�P�h�o�n�e與�i�P�a�d� �S�w�i�f�t程式語言課程

    ‧�i�P�h�o�n�e與�i�P�a�d� �A�p�p應用程式開發�-使用�O�b�j�e�c�t�i�v�e�-�C及�S�w�i�f�t語言

�4�.【�H�T�M�L�5開發應用】

    ‧使用者介面視覺構成解析與優化

    ‧�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實作

    ‧�H�T�M�L�5與�C�S�S�3網站開發實務

    ‧跨平台手機�A�p�p開發實務

�5�.【個人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6�.【就業前置作業輔導】

    ‧產業現況分析

    ‧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

    ‧就業輔導與企業媒合

22 │ 就業養成班 │  January-June 2017

老師開講

快看�P�.�2介紹

課程介紹影片� �A�R



課程目標

UMSVBD
微軟全方位網站程式設計師養成班
Versatile Microsoft Web Site Developer

時數：�4�9�8小時� � � ｜� � � 費用：�9�9�,�0�0�0元� � � ｜� � � 點數：不適用企業點數� � � � ｜� � � � 教材：恆逸專用教材�+恆逸精選教材

網際網路的興起，讓許多人愈來愈依賴透過它來存取、分享資源，甚至設計的網站應用程式也可以上雲端，供企業及個人使用者存取。時下

更流行透過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隨時存取網際網路的資源。

隨著雲端技術的推出，各行業對資訊從業人員的需求恐急，本課程是專門為想要成為雲端程式設計師的人員所設計的密集養成訓練，讓您從

頭學習，逐步引導您一窺程式設計的領域。在這個課程中，從最基礎的程式設計基本概論開始談起，以微軟的�.�N�E�T技術為核心學習重點，並

搭配現今最夯的�H�T�M�L�5技術，和資料庫�S�Q�L� �S�e�r�v�e�r。學習完這一系列課程後，您將有能力利用�W�i�n�d�o�w�s� �S�e�r�v�e�r� �2�0�1�2作業系統架設雲端網路

�W�e�b伺服器；透過撰寫�A�S�P�.�N�E�T程式設計一個支援�H�T�M�L�5新技術的網站應用程式，同時適用於手持裝置的網站；並有能力開發雲端應用程式

以及服務導向程式。

課程最後安排專題製作，讓您應用、整合學習到的所有技術設計一個完整實際案例，從分析、設計到部署應用程式，具體發揮所學專長，真

正驗證學習成果。

適合對象 �1�.� 完全沒有程式設計背景的資訊新手，想要進入程式設計領域者

�2�.� 沒有任何網站開發基礎，想要進入網站設計領域者

�3�.� 想要從事熱門的資訊行業，欲轉職、轉換跑道者

�4�.� 對微軟程式開發有興趣，想開發�A�S�P�.�N�E�T網站應用程式者

�5�.� 想要設計適合於行動裝置、平板電腦閱讀及使用經驗的網站應用程式、加強就業競爭力者

課程內容 �1�.【語言基礎】

    ‧雲端及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基本概論

    ‧微軟雲端程式開發工具與語言

    ‧使用�S�Q�L� �S�e�r�v�e�r建置雲端資料庫

�2�.【用戶端網站技術】

    ‧�H�T�M�L�5� �J�a�v�a�S�c�r�i�p�t與�C�S�S�3網頁程式設計

    ‧�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特效實作

    ‧�B�o�o�t�s�t�r�a�p響應式網頁程式設計

�3�.【伺服端網站技術】

    ‧�A�S�P�.�N�E�T� �W�e�b� �F�o�r�m網站實務開發

    ‧�A�S�P�.�N�E�T� �W�e�b� �F�o�r�m網站調校與進階網頁設計

    ‧�A�S�P�.�N�E�T� �M�V�C網站實務開發

�4�.【雲端與實戰整合】

    ‧企業私有雲運算網路建置與管理

    ‧圖像報表視覺化溝通

    ‧�.�N�E�T� �F�r�a�m�e�w�o�r�k實戰整合

�5�.【團隊開發實作】

    ‧專題製作：應用、整合學習到的技術，來設計一個實際案例，從

� � � � � � � � 分析、設計到部署應用程式

�6�.【就業前置作業輔導】

    ‧產業現況分析

    ‧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

    ‧就業輔導與企業媒合

備註事項 �1�.� 原價�9�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9�5�,�0�0�0元

�2�.� 青年就業讚計畫已停止辦理新案之資格認定。之前已完成資格認定者，權益不受影響，仍可依本計畫規定辦理，詳細請參考台灣就業通網站

�3�.�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預備知識 熟悉�W�i�n�d�o�w�s作業系統操作

課程特色 �1�.� 符合企業需求技術學習設計，從零開始培訓，透過實作練習教學加強印象

�2�.� 由原廠認證專業講師群親自授課，擁有豐富的教學與實務經驗，讓您真正學會專業技術

�3�.� 特別加長課程時間，一步步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學習，降低學習門檻

�4�.� 每位學員擁有個人專屬硬碟，將個人的上課內容完整存放，以便學員連貫課堂上練習

�5�.� 透過專題製作整合所學，從無到有設計一個實際案例，了解資訊系統該如何進行分析、設計到部署

�6�.� 由專人輔導就業及工作媒合，履歷表填寫技巧及面試技巧

�7�.� 舉辦成果發表會，具體展現學習成果，增加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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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UJWADP
Java全方位Web程式設計師養成班
Java Web Application Developer Program

時數：�3�7�8小時� � � ｜� � � 費用：�7�9�,�0�0�0元� � � ｜� � � 點數：不適用企業點數� � � � ｜� � � � 教材：� 原廠教材�+恆逸精選教材

�J�a�v�a語言具有跨平台，應用廣泛的特性，是目前最普遍的網站應用程式語言之一，在近年來的行動應用開發工具上，�J�a�v�a更佔有重要的地位！

「�J�a�v�a全方位�W�e�b程式設計師養成班」針對完全沒有程式背景的新鮮人，或想轉職進修者所設計，讓您由淺入深的學習，成功跨入程式設計

領域。課程規劃從最基本的程式設計概論與物件導向分析開始，再來由基礎�J�a�v�a語法相關知識進階到�J�a�v�a網站程式開發、�M�y�S�Q�L資料庫端的

串接、�H�T�M�L�5與�J�a�v�a�S�c�r�i�p�t等前端技術，再加上�J�a�v�a商用購物車開發等課程，循序漸進帶您進入程式開發的世界。

最後�5�6小時商業網站實作課程則讓您透過實際開發一個�J�a�v�a專案的過程，完整熟悉�J�a�v�a從前端到後端的開發技術，不僅能夠結合以上所學，

更能呈現出完整的作品，讓您順利進入�J�a�v�a程式設計師行列！

除此之外，課程也安排國際認證的輔導，讓您學成同時擁有考取�O�C�A�J�P、�O�C�P�J�P與�O�C�E�J�W�C�D國際認證的實力！

適合對象 �1�.� 完全沒有程式設計背景的資訊新手，想要進入�J�a�v�a程式設計領域者

�2�.� 沒有任何網站開發基礎，想要進入網站設計領域者

�3�.� 想要從事熱門的資訊行業，欲轉職、轉換跑道者

�4�.� 對�J�a�v�a跨平台的程式開發有興趣，想以�J�a�v�a網站應用技術開發網站的程式人員

課程特色 �1�.� 從基礎到進階，無程式設計基礎也能正確完整的學習程式語言

�2�.� 最完整的�J�a�v�a學習流程，從物件導向設計開始，到前端應用與資料庫串接，正確認識物件導向開發過程與�J�a�v�a的應用開發

�3�.� 了解�J�a�v�a技術並同時具備�J�a�v�a視窗程式及網站應用開發系統的能力

�4�.� 輔導�J�a�v�a認證考試，結業後可取得三張�J�a�v�a國際證書�(�O�C�A�J�P、�O�C�P�J�P與�O�C�E�J�W�C�D�)

�5�.� �5�6小時�J�a�v�a實作開發課程，讓您完成完整的網站應用程式作品，求職面試沒煩惱

預備知識 �1�.� 已熟悉電腦語言程式設計

�2�.� 會操作�W�i�n�d�o�w�s作業系統，且具有網站操作使用經驗

�3�.� 基本邏輯概念

備註事項 �1�.� 原價�7�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7�5�,�0�0�0元

�2�.� 青年就業讚計畫已停止辦理新案之資格認定。之前已完成資格認定者，權益不受影響，仍可依本計畫規定辦理，

� � � � 詳細請參考台灣就業通網站

�3�.�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課程內容 【�J�a�v�a程式語言設計】

�J�a�v�a基礎程式語言課程，教導您用最新的�J�a�v�a� �S�E來撰寫�J�a�v�a程式，內

容涵蓋開發流程簡介、�J�a�v�a語言的基本語法與相關知識、物件導向的

概念以及�J�a�v�a進階語法與設計觀念，讓您開發�J�a�v�a� �A�p�p�l�i�c�a�t�i�o�n更有效

率而且更得心應手。

【物件導向分析與�U�M�L圖形】

介紹�U�M�L所有圖形，詳細解說如何適當應用�U�M�L於軟體開發流程中，讓

您不僅學會物件導向分析與�U�M�L圖形，更能了解在實務中如何應用。

【�M�y�S�Q�L基礎設計】

介紹簡易的�M�y�S�Q�L設計與�S�Q�L語法，讓您能應用�M�y�S�Q�L強大的資源，

熟悉資料庫新增、修改、查詢、刪除操作等四項基本資料庫操作，並

快速建立與部署專業的商業資料庫網站

【�J�a�v�a視窗應用實戰營之購物系統管理開發實作】

學習完程式語言與設計而缺少實作經驗是不夠的。本課程針對已經學

習過�J�a�v�a程式語言，但卻不知如何完整應用的人所設計，以�J�a�v�a� �S�E技

術開發商業邏輯元件為出發，帶您認識�S�w�i�n�g� �A�P�I與�A�W�T� �E�v�e�n�t架構。

【�H�T�M�L�5與�C�S�S�3網站開發實務】

以實務開發方式，讓您徹底學會新一代�H�T�M�L�5和�C�S�S�3的新功能，並了

解要如何利用現有的經驗快速進階至�H�T�M�L�5開發，由淺入深的從

�H�T�M�L�5的新增與移除規格開始學習，延伸至如何使用其特性建立複雜

的影音與資料服務

【�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實作】

�J�a�v�a�S�c�r�i�p�t是在用戶瀏覽器上執行的程式語言，主要功能是提供網頁的互

動能力，優化使用者經驗。而�j�Q�u�e�r�y這套由�J�a�v�a�S�c�r�i�p�t所撰寫的前台函式

庫，因為�j�Q�u�e�r�y提供了許多強大功能，能夠一次解決網頁設計上常見的困

難。

【�J�a�v�a動態網頁程式開發】

當學完基礎程式語言，將循序漸進以�J�a�v�a網頁程式開發為目標，課程包括

介紹�J�a�v�a� �E�E平台的架構概念、�W�e�b技術與�H�T�T�P介紹、運用�M�V�C設計模

式等科目，讓初學者熟悉�W�e�b元件的開發設計，課程結束後您將可以綜合

以上所學，獨立開發�J�a�v�a網站應用程式

【�J�a�v�a� �W�e�b應用實戰營之電子商務購物網站開發實作】

課程包括網頁規劃、制定商業邏輯元件、套用�J�S�T�L等課程，將前面課程

中學習到的商業模型元件開發，與�J�a�v�a網站課程中建立的網頁元件整合

，完成一個具體而微且架構完整的�W�e�b應用系統。

【認證考試輔導】

課程結束後，將安排總複習課程，提供完整資訊助您考取�J�a�v�a最熱門的

�O�C�A�J�P、�O�C�P�J�P認證及�O�C�E�J�W�C�D認證。取得認證，再結合實作開發

，讓您成為最搶手的�J�a�v�a程式設計師！

【就業前置作業輔導】� 

舉辦就職前講座訓練活動，聘請專家因應產業現況進行市場分析與就業

趨勢解說，專人協助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提供就業輔導與企業媒合現

場徵才服務，為您步入職場前做好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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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事項 �1�.� 原價�7�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7�5�,�0�0�0元

�2�.� 青年就業讚計畫已停止辦理新案之資格認定。之前已完成資格認定者，權益不受影響，仍可依本計畫規定辦理，詳細請參考台灣就業通網站

�3�.�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課程介紹

WebPCK
互動式網站與Mobile App設計師養成班
Multimedia Interactive Web Design & Mobile App Development 

時數：�3�5�4小時� � � ｜� � � 費用：�7�9�,�0�0�0元� � � � ｜� � � � 點數：不適用企業點數� � � ｜� � � 教材：� 優勢精選教材

網際網路與數位內容的結合，是創意產業在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勢，由於行動上網與社群網站的趨勢，使網路應用邁向「多媒體互動網站設計」

的時代。越來越多企業需要網路商業應用服務，釋出大量專業網頁設計人力需求，而真正適合業界需求的設計人才卻嚴重缺乏，對於熱愛設計

的人來說，是培養專長投入發展的最佳契機。� 

優勢多媒體學苑打造互動式網站與�M�o�b�i�l�e� �A�p�p設計師養成班，課程中您將學習網站設計，並搭配最新�A�p�p、�j�Q�u�e�r�y等技術，近幾年由於行動裝

置無線上網流行趨勢，最新技術「響應式網站」順勢而生，我們也同步將響應式網站設計納入課程，確保我們學員在技術上都能領先全球腳步！

讓您順利進入網頁設計領域。美力競爭時代，設計能力能讓您在人海中輕鬆脫穎而出。

適合對象 不需要相關科系背景或經歷，只要是對從事平面設計、網頁設計、�A�p�p設計、網路行銷、多媒體互動、數位內容產業有興趣者都可以參加

課程大綱 【網站視覺與介面設計】

視覺設計是網站的門面，也是使用者的第一印象，課程中使用

�P�h�o�t�o�s�h�o�p、�I�l�l�u�s�t�r�a�t�o�r� 來進行網站版型設計、平面設計、插畫元素

設計與影像編修，並將製作完的設計內容交由�D�r�e�a�m�w�e�a�v�e�r與

�A�d�o�b�e� �A�n�i�m�a�t�e� �C�C來製作成豐富的網頁、動畫與互動效果，授課內

容環環相扣，可從實作中學會工具的整合技巧與實務製作經驗，讓

您可以一手掌握多媒體視覺網站設計的精髓。

‧�P�h�o�t�o�s�h�o�p視覺影像與網站版型設計

‧�I�l�l�u�s�t�r�a�t�o�r專業網頁與動畫素材設計

‧�A�d�o�b�e� �A�n�i�m�a�t�e� �C�C製作�H�T�M�L�5動畫與互動效果

【App設計實務】

�A�p�p設計與電子書是一個極具有未來發展的產業，但是面對複雜

�O�b�j�e�c�t�i�v�e�-�C與�J�a�v�a程式語言的恐懼，讓您無法發揮您的設計長才於�A�p�p

上嗎？這一切都不是問題，現在我們可以透過設計師所熟悉的

�D�r�e�a�m�w�e�a�v�e�r、�A�d�o�b�e� �A�n�i�m�a�t�e� �C�C與�I�n�D�e�s�i�g�n設計工具，將您的設計與

數位內容免程式轉換成電子書與�A�p�p，快速將您的作品發佈於手機或平

板上，而這一切都不需要去學習複雜的程式語言。

‧�P�h�o�t�o�s�h�o�p與�I�l�l�u�s�t�r�a�t�o�r專業�A�p�p� �U�I介面視覺設計

‧跨平台免程式速成�A�p�p設計實務� 

【網頁CSS、響應式網站設計】

有別於一般設計課程，除了要徹底精通網頁�C�S�S排版之外，更加入

�j�Q�u�e�r�y的互動訓練課程。由於�H�T�M�L�5與�C�S�S�3的問世，響應式網頁

�(�R�e�s�p�o�n�s�i�v�e� �W�e�b� �D�e�s�i�g�n�)因應而生，為了讓設計師能快速設計響應

式網頁，也會加上�J�a�v�a�S�c�r�i�p�t效果元件，更能表現出完整度、互動性

更高的響應式網站，以跟上目前業界網站設計流行動脈。

‧�D�r�e�a�m�w�e�a�v�e�r專業網頁編輯應用

‧精修�D�I�V�+�C�S�S網頁排版設計輕鬆做

‧�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實作

‧�j�Q�u�e�r�y� �U�I互動元件快速上手

‧響應式網頁設計

‧以�j�Q�u�e�r�y設計�H�T�M�L�5網頁實務

【設計實務整合】

透過講師協助講解整合貫穿所學技能，不再只是片面的工具使用，可以

藉此機會釐清不懂的觀念，為個人作品及就業前做好萬全準備。

‧個人作品集設計實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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