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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2018廣告工程專業技術人員訓練班 (第三梯次) 招生簡章 

 

一、 本班特色： 

      (一)培養廣告公會會員之廣告工程專業能力，達到廣告工程行業的職能基準，發揮職 

          場就業競爭力。 

      (二)強化廣告工程產業整體的發展，將實務經驗融入課程中，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最 

          佳化。 

      (三)導入「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認證課程，強化廣告工程 

          行業第一線主管專業職能。 

      (四)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中心」合作，引進冷作焊接師資及課程，並頒發研習 

          證書。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 承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四、 課程日期：107年 10月 27日至 108年 5年 11日(詳細課程時間於開班後公告) 

課程時間：週六 9:00－12:00及 13:00－16:00 

上課地點：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98 號 6 樓-台北捷運三重站出站路程約 5 分鐘） 

五、 參加對象：廣告工程相關從業人員 

六、 參加人數：45人以上始可成班 

七、 課程費用：30,000元整，合計 118小時(住宿、交通自理) 

         (內含教材費、講義費、講師費、場地費、專題演講費) 

         凡全國各廣告公會會員，由全國聯合會補助 10,000元! 

八、 報名步驟：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10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止 

（一）將報名表(附件一)寄至: 台中市西區市府路 39 號 7 樓之 1 (中華民國廣告工程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蘇桂秋小姐收)或傳真 04-2229-1267。 

（二）繳費方式： 

          於 10/15 前將全額費用匯入本班專戶（戶名：中華民國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 帳號：01-2-037340-6，三信商業銀行 1470013台中分行， 
          並加註匯款人姓名和單位名稱），方完成報名手續。 

九、退費方式：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開班上
課之日起算未逾總時數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 1/2。開班上課時
間已逾總時數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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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師資及課程資訊： 

課程單元 課程大綱 時數 授課老師 

電工概論 

1. 接地線製作 

2. 電阻與電流 

3. 電量計算(電量單位換算) 

4. 電量與電線 
5. 配線及配管規範 
6. LED電路配線 

18 專業師資 

基礎冷作工程 

1. 解焊接的基本理論 
2. 焊接技法相關認識 
3. 基礎結構學認識(結構力學及材料力學) 
4. 焊接應用領域範疇 
5. 焊接如何運用在廣告工程產業 
6. 實務操作 

36 

古錦松 老師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老
師/勞動部焊接職類技術士

檢定評委) 
、業界師資 

職業安全衛生 

1. 法規與通識 
2. 一般行業類管理制度 
3. 一般行業管理實務(含職災案例研討) 
4.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認證實務 

21 
勞動災害防止協會 

專業師資 

裝掛組合 

1. 裝卸貨及貨運須知 

2. 吊車操作規範 

3. 高空作業規範 

4. 相關工程組合技術 (及安全防落) 

5. 裝掛人員業務講習 (實作) 
 

18 
鄭聖丕 老師 

(台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工
程專員) 

廣告物相關法規 

1.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 

2. 公路兩側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 

3. 張貼廣告申請辦法 

4. 街區美化更置申請辦法 

5.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 
審查準則 

6. 各縣市廣告物管理條例 

7. 民刑法節錄(承攬契約、契約判定) 
 

12 

李家仁 老師 

(李家仁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廣告美學 

1. 美學概念 
2. 色彩學應用 
3. 廣告設計實務 
4. 環境融合 

9 專業師資 

專題演講 2 專業師資 

綜合討論 始業式、結業式、綜合座談討論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修學院 

課程時數總計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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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停車辦法：汽車、機車可停於集美國小地下停車場或三重市重新立體停車塔， 
                依各停車場公告收費標準計收停車費。 
 

十二、注意事項：  

    （一）本校代辦學員之便當、飲水，於上課期間向學員收取費用。 
    （二）課程缺課未達總時數三分之一，學員修讀期滿發給研習證明。研習證明之頒授， 

          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錄取之學員一律不得辦理保留資格。 

    （四）每班報名人數如未達最低開班人數，本校保有不開班的權利，學員報名費無息退 

          還，不得異議。 

    （五）如遇風災、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停課事項，均依新北市政 

府公告辦理，調課時間和地點均依本校公布為主。 

    （六）本校保有最終修改此招生簡章權利。 

         
十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課程資訊如有相關異動以本校網站公 
      告為準，以上內容主辦單位有權更改相關活動內容。 
 

十四、聯絡方式： 
      報名及繳費- 
      地址：台中市西區市府路 39 號 7 樓之 1 

            (中華民國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TEL：04-2220-7775  FAX：04-2229-1267 

      聯絡人：蘇桂秋小姐 E-mail：admin@taea-roc.org.tw 

 

      課程相關資訊- 

      地址：彰化市進德路一號教學大樓六樓（進修教育研究中心辦公室） 

      TEL：04-7232105 轉分機 5455  FAX：04-7244794 

      聯絡人：陳小姐 E-mail：inshow@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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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廣告工程專業技術人員訓練班學員報名表 

                                                      學員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 

學 

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相片黏貼處 

學員 

身分別 

（1）□全國各廣告公會會員，___________________(縣/市) 
       課程費用 20,000 元 

二吋照片 
（2）□一般民眾，課程費用 30,000 元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服 

務 

單 

位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服務部門  職  稱  

公司電話 （     ）            分機 公司傳真 （    ）             

電子郵件  

公司地址 
郵遞區號□□□-□□ 

 

產品項目 
 

 

畢業學校名稱

及科系 
 學  位 

   □國中□高中□專科 

   □大學□碩士□博士 

如何得知 

本課程管道 

□親友介紹，介紹人：_______________ □網路，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會推薦，公會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繳交之證件 
(檢核勾選) 

（1）□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二吋照片共 3 張(含黏貼報名表 1 張)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我已詳閱招生簡章內容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事項。 

本人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