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目標

根據104人力銀行「2018薪酬趨勢展望調查」指出，產業加薪幅度三強分別為：

軟體及網路相關業、金融、倉儲運輸產業，其中「軟體及網路相關業」成為大黑

馬，擠下去年冠軍金融業，從第5竄升至第1，平均調幅達6.99%，較去年大增

2.47個百分點，成為調薪大贏家！

資訊產業人才需求量大，相較於其他產業，也有較大的調薪幅度以及發展空間，

未來前景佳。但萬事起頭難，對於想跨入資訊產業的人而言，專業技術的「繁」

與「多」是每一位新鮮人在選擇時最難了解的部份。如果在初次面對選擇時能透

過專業、豐富的教學資源，有系統地建立正確的開始，便能有效減少走冤枉路的

可能性，順利進入熱門資訊產業發展。

恆逸養成班以就業為導向，培養符合業界需求的資訊人才，學員結業後表現深獲

企業肯定，是業界爭相合作的徵才管道。本課程由原廠認證專業講師群親自帶

領，幫助您掌握進度並打穩基礎，一步步學習網路伺服器的架設維護、

Windows和Linux系統管理建置、Cisco網路通訊管理，以及當紅的Microsoft 

Azure和VMware雲端虛擬化管理技術等，並提供認證考試輔導，協助您順利考

取國際熱門認證，找工作更有競爭力！結業即就業！

1.【網路基礎】

      ◎ 網路基礎架構與網路服務

2.【Windows系統管理建置】

      ◎ Windows Server 2016的安裝、儲存及運算

      ◎ Windows Server 2016的網路功能

      ◎ Windows Server 2016的身分識別

     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Associate)認證考試輔導

3.【Linux系統管理建置】

      ◎ Red Hat Linux系統管理實務訓練課程Ⅰ

      ◎ Red Hat Linux系統管理實務訓練課程Ⅱ

      RHCSA(Red Ha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認證考試輔導

4.【Cisco網路通訊管理】

      ◎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認證-Cisco網路建置實務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認證考試輔導

5.【雲端虛擬化】

      ◎ Microsoft Azure雲端技術入門

      ◎ VMware虛擬化技術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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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腦、資訊等相關科系畢業生，為獲取更多、更深的企業資訊管理知識與取得

專業國際認證者

2. 沒有任何資訊技術背景或想轉職進入熱門資訊產業者

3. 從基礎觀念開始導入，適合想打好進入資訊產業的強健體魄者

4. 資訊產業新手，想厚植專業技能，加強自身就業競爭力及提升就業薪資

1. 從基礎到進階，沒有網路系統基礎也能正確完整的學習

2. 最完整的網路系統學習流程，從網路基礎架構開始，到異質性平台Windows 

     Server、Linux、Cisco網路設備建置管理

3. 了解企業當紅的Microsoft Azure和VMware雲端虛擬化管理技術架構

4. 輔導考取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Associate)、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RHCSA(Red Ha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三張熱門國際認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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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各班均安排班導師，隨時關心學員學習狀況，即時掌握進度輔助個人學習

7. 採用中、英文教材授課，降低學習門檻，一步一步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學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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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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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由專人輔導就業，就業前性向了解、履歷表填寫技巧、面試技巧

11. 符合出缺考勤紀錄且成績優秀名列前茅之學員，恆逸將優先推薦給徵才廠商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預備知識

課程特色

1. 原價8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85,000元

2.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參加說明會並報名本課程者，贈送微軟與Red Hat認證考試(總價值超過

    NT$12,000元) 

  【微軟考試】Windows Server 2016 MCSA認證第一科

    (考試科代號：70-740，USD125) 

  【Red Hat考試】RHCSA認證(考試科代號：EX200，USD262)

備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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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TTR

全方位網路系統工程師就業認證養成班
System Engineer Skill Training Program

時數� � � 560小時 費用� � � 89,000元 點數� � � 不適用企業點數 教材� � � 原廠教材+恆逸精選教材

熟悉電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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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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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更佔有重要的地位！「Java全方位

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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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語法相

關知識進階到Java網站程式開發、MySQL資料庫端的串接、HTML5與JavaScript

等前端技術，再加上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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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小時商業網站實作課程能讓您透過實際開發一個Java專案的過程，完整

熟悉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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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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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JP、OCPJP

與OCEJWCD國際認證的實力！

1. 完全沒有程式設計背景的資訊新手，想要進入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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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跨平台的程式開發有興趣，想以Java網站應用技術開發網站的程式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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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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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的應用開發

3. 了解Java技術並同時具備Java視窗程式及網站應用開發系統的能力

4. 輔導Java認證考試，結業後可取得三張Java國際證書(OCAJP、OCPJP與

OCEJWCD)

5. 56小時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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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1. 已熟悉電腦語言程式設計

2. 會操作Windows作業系統，且具有網站操作使用經驗

3. 基本邏輯概念

預備知識

課程特色

1. 原價7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75,000元

2.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備註事項

UJWADP

1.【Java程式語言設計】 
Java基礎程式語言課程，教導您用最新的Java SE來撰寫Java程式，內容涵蓋
開發流程簡介、Java語言的基本語法與相關知識、物件導向的概念以及Java進
階語法與設計觀念，讓您開發Java Application更有效率而且更得心應手。

2.【物件導向分析與UML圖形】
介紹UML所有圖形，詳細解說如何適當應用UML於軟體開發流程中，讓您不
僅學會物件導向分析與UML圖形，更能了解在實務中如何應用。

3.【MySQL基礎設計】
介紹簡易的MySQL設計與SQL語法，讓您能應用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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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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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式語言，但卻不知如何完整應用的人所設計，以Java SE技術開發商業邏輯
元件為出發，帶您認識Swing API與AWT Event架構。

5.【HTML5與CSS3網站開發實務】
以實務開發方式，讓您徹底學會新一代HTML5和CSS3的新功能，並了解要如
何利用現有的經驗快速進階至HTML5開發，由淺入深的從HTML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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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實作】
JavaScri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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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這套由JavaScript所撰寫的前台函式庫，因為
jQu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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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Java動態網頁程式開發】
當學完基礎程式語言，將循序漸進以Java網頁程式開發為目標，課程包括介紹
Java EE平台的架構概念、Web技術與HTTP介紹、運用MVC設計模式等科
目，讓初學者熟悉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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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網站應用程式。

8.【Java 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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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L等課程，將前面課程中學習
到的商業模型元件開發，與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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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應用系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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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最熱門OCAJP、
OCPJP認證及OCEJWCD認證。取得認證，再結合實作開發，讓您成為最搶手
的Java程式設計師！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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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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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數� � � 378小時 費用� � � 79,000元 點數� � � 不適用企業點數 教材� � � 原廠教材+恆逸精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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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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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技術為核心學習重點，並搭配現今最夯的HTML5、CSS3技術設計

響應式網頁。學習完這一系列課程後，您將有能力透過ASP.NET Web Form/

MVC架構，設計一個支援HTML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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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程式設計基本概論與C#語言】

      ◎ 了解C#變數宣告方式與程式語法

      ◎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 【網頁排版與視覺設計】

      ◎ 使用HTML5、CSS3進行網頁排版

      ◎ 使用JavaScript設計互動式網頁

3. 【JavaScript與jQuery前端程式設計】

      ◎ 使用jQuery存取網頁

      ◎ 整合jQuery UI設計使用者介面

4. 【使用LINQ搭配ADO.NET與Entity Framework建置資料存取程式】

      ◎ 了解如何利用ADO.NET物件連結到資料來源

    ◎ 使用LINQ語法搭配Entity Framework存取資料

5. 【ASP.NET Web Form網站實務開發】

      ◎ 設計個人或企業網站

      ◎ 發行與部署ASP.NET網站到伺服器

      ◎ 網站安全控管

6. 【ASP.NET Web Form網站調校與進階網頁設計】

      ◎ 使用網站快取增進執行效能

      ◎ 建立資料存取網站應用程式

7. 【Bootstrap響應式網頁程式設計】

      ◎ 使用Bootstrap樣式來設計響應式網頁

8. 【.NET Framework實戰整合】

      ◎ 整合.NET Framework設計高實用性的網站

9.【ASP.NET MVC網站實務開發】

      ◎ 了解MVC設計模式

      ◎ 套用模型、檢視、控制器設計模式來規劃與設計網站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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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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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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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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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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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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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課程特色

1. 原價75,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70,000元

2.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備註事項

熟悉Windows作業系統操作

預備知識

UMSVBD

時數� � � 390小時 費用� � � 75,000元 點數� � � 不適用企業點數 教材� � � 恆逸專用教材+恆逸精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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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Apple iPhone/iPad、Android智慧型裝置人手一機，行動開發議題已成為

一股趨勢。本課程為無程式設計基礎者所設計，循序漸進從最基本的程式設計概

論開始到完成作品App開發，可以成功跨入手機App程式設計領域。

課程中介紹Java程式語言開始，再帶您學會Android的應用程式開發，學會設計

Android App，此外iPhone與iPad是目前Apple最火紅的行動上網裝置，想學

Apple的開發，就要從Swift程式語言開始。課程由淺入深，逐步教導您使用

Swift來建立iPhone/iPad的應用程式。RWD響應式網頁設計也是目前最熱門的

應用技術，課程中也將帶您製作RWD網頁，可以設計各種不同尺寸的裝置的網

頁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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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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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最後的有專題製作App，將所學成的技術完整結合實務，製作個人App作

品，讓您在未來求職時更加無往不利！

1. 想學習App iOS、Android、RWD等最受歡迎的App手機應用開發者

2. 有興趣學習行動開發之相關領域者

1. 從基礎到進階，無程式設計基礎也能轉職到App開發領域

2. 同步雙修iOS與Android及RWD的技術能力

3. iPhone課程提供MacBook Pro 15吋4核心Core i7等級電腦設備實作

4. 提供一人一機的操作環境，增加上機實作效果

5. 透過專題製作，讓您完成課程專業作品，面試求職沒煩惱

課程內容

作品集錦

UMBTTR

課程目標

適合對象

1. 原價7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75,000元

2.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備註事項課程特色

1.【基礎與程式應用】

      ◎ 程式設計基本概論

2.【Google Android開發應用】

      ◎ Android App程式開發基礎-Java程式語言

      ◎ Android App程式實戰演練-使用Android Studio打造Android App

3.【Apple iOS開發應用】

      ◎ iOS App程式開發基礎-Swift程式語言

      ◎ iOS App程式實戰演練-使用Xcode打造iOS App

4.【RWD網頁系列】

      ◎ 使用者介面視覺構成解析與優化

      ◎ 使用JavaScript與jQuery製作RWD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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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書/Travobook 倉鼠旅館/Hamster Hotel

時數� � � 396小時 費用� � � 79,000元 點數� � � 不適用企業點數 教材� � � 恆逸專用教材

智慧型手機App應用程式設計養成班
Mobil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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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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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Illu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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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與Adobe 

Animate 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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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otoshop視覺影像與網站版型設計

◎ Illustrator專業網頁與動畫素材設計

◎ Photoshop與Illustrator專業App UI介面視覺設計

2.【網頁CSS、響應式網站設計】

除了要徹底精通網頁CSS排版之外，由於HTML5與CSS3的問世，響應

式網頁(Responsive Web Design)因應而生，為了讓設計師能快速設計

響應式網頁，也會加上HTML5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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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eamweaver專業網頁編輯應用

◎ 精修DIV+CSS網頁排版設計輕鬆做

◎ Adobe Animate CC製作HTML5動畫與互動效果

◎ 響應式網頁設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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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恆逸也針對網頁設計師職務的前端技能需求，提供更優惠的價格，讓

您在網頁設計師的職涯上更得心應手!

【前端課程系列】原價45,000元

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入口網站如Google、Yahoo都使用JavaScript這個技

術，更使JavaScript蔚為風潮。 而jQuery這套由JavaScript所撰寫的前

台函式庫，由於表現突出亮眼，近年來好評不斷，眾多大型企業與軟體

公司紛紛採用jQuery做為框架，進行網頁軟體開發。

jQuery能夠有效弭平各家瀏覽器相容性的問題，避免相同網頁在不同的

瀏覽器呈現時，導致不同的結果。另外jQuery還能搭配其他函式庫繼續

延伸增強，例如配合jQuery UI能夠輕易做出網頁中的互動效果與美觀

元件，基於以上的優點，jQuery成為目前業界使用最普遍的JavaScript 

Framework。

◎ 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實作 (原價 15,000元)

◎ jQuery UI互動元件快速上手 (原價 12,000元)

◎ 以jQuery設計HTML5網頁實務 (原價 18,000元)

養成班顧客於結業前一個月內報名，三科合報優惠價20,000元

養成班顧客於結業後六個月內報名，三科合報優惠價30,000元

YoKoDesignEMA作品集

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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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網頁與UI設計師就業養成班，課程中您將學習網站設

計，並搭配最新App 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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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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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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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後續推薦課程

1. 原價59,000元，一次付清優惠價55,000元

2. 提供分期付款繳費方式，詳情請洽詢服務專員

備註事項

MIWUD

作品集錦

多媒體網頁與UI設計師就業養成班
Multimedia Interactive Web & UI Designing

時數� � � 234小時 費用� � � 59,000元 點數� � � 不適用企業點數 教材� � � 優勢精選教材

JavaScript與jQuery網頁互動實作

jQuery UI互動元件快速上手

以jQuery設計HTML5網頁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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