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手工藝文創協會、新北市手工藝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保養品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手工藝文創協會 

新北市手工藝品商業同業公會 (工、商、協)會 聯合主辦 

依據 本聯合會「手作講師培訓課程」辦法 
課程名稱 111 年度漢方美妍保養調製講師班 

報名方式 

1. 本課程歡迎有意從事漢方美妍保養各類劑型調製、應用、創業與教學

者參加，非會員者，學習期間請加入成為本會會員。(入會免費用，不

需投保勞保與健保。若您還在繳納國民年金者，可加入本會，辦理勞

健保或職業災害保險。)  

2. 親洽本會或委託報名均可。上班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7:00整。 

3. 郵寄掛號報名者請至本會網站下載相關資料。(相關文件如下：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1 份、一吋照片兩張、招生簡章最末頁請簽名與核印章。

以繳費先後順序為錄取標準。報名未繳費，逾時視同棄權。 

4. 轉帳繳費後，請傳真收據至(02)2977-2179，並來電告知本會王小姐，

TEL：(02)2976-0367，，或使用 LINE ID : @ren1731x 確認資料。 

5. 本會銀行帳號如下所示： 

6. 戶    名：新北市手工藝業職業工會。 

匯款銀行：彰化銀行(代號 009)東三重分行。 

匯款帳號：5616-0160-3680-20 

匯款金額為：新台幣 $30,000 元整。 

7. 兩人以上同時報名並繳費者可享 95 折優惠：新台幣 $28,500 元整。 

8. 取得本聯合會「各式手作講師證書」舊生者：新台幣 $28,000元整。 

訓練目標 
1.能熟稔漢方保養原理，並能獨立完成各劑型產品操作。 
2.能應用與調整漢方保養品配方。 
3.能創業或成為課程教學講師。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大綱 講師 

9/17 (六) 

08:45am~09:30am 
教學說明 師資證書取得方式 

吳聰志理事

長 

9/17 (六) 

09:30am~12:00am 

漢方草本概論 

青草萃取理論 

漢方草本概論 

1. 純露萃取介紹 

2. 酊劑萃取 

3. 水萃取 

4. 酒萃取 

5. 油萃取 

6. 醋萃取 

羅稑畇老師 

9/17 (六) 

13:00pm~17:00pm 
各式萃取實作 

1. 玫瑰花萃取 

2. 茶樹萃取 

3. 青草酊劑萃取   

4. 舒活油材料萃取  

5. 青草鮮品萃取                                                                                                                                                                                                  

羅稑畇老師 



9/24(六) 

09:00am~12:00am 
中草入皂概論 

1. 漢方中草入皂走向 

2. 中草粉劑介紹 

3. 中草鮮品介紹 

4. 天然植物色調 

羅稑畇老師 

9/24 (六) 

13:00pm~17:00pm 
中草入皂技術實作 

1. 中草粉入皂 

2. 中草鮮品入皂 

3. 中草萃取入皂應用 

4. 液體皂青草之應用 

5. 天然植物調色盤 

羅稑畇老師 

10/02 (六) 

09:00am~12:00am 
漢方保養品調配概論 

1. 透明水類保養品 

2. 凝膠類保養品 

3. 乳霜類保養品 

4. 油類保養品 

5. 面膜保養品 

羅稑畇老師 

10/02 (六) 

13:00pm~17:00pm 
漢方保養品技術實作 

1. 化妝水產品實作 

2. 精華液產品實作 

3. 凝膠產品實作 

4. 乳液產品實作 

5. 霜類產品實作 

羅稑畇老師 

10/15 (六) 

09:00am~12:00am 
漢方保養品技術實作 

1. 頭皮護理產品實作 

2. 油類產品實作 

3. 面膜產品實作 
羅稑畇老師 

10/15 (六) 

13:00pm~17:00pm 
中草粉劑概論與實作 

1. 足部粉劑產品實作 

2. 身體粉劑產品實作 

3. 口腔產品實作 
羅稑畇老師 

10/22 (六) 

09:00am~12:00am 
中草膏類調配概論 

1. 痠痛膏類中草介紹 

2. 止癢膏類中草介紹 

3. 舒筋活血中草介紹 

4. 貼布應用介紹 

羅稑畇老師 

10/22 (六) 

13:00pm~17:00pm 
中草膏類技術實作 

1. 痠痛膏類產品實作 

2. 止癢膏類產品實作 

3. 清涼推拿膏類產品實作 

4. 攤膏貼布實作 

羅稑畇老師 

10/29 (六) 

09:00am~12:00am 
中草調理包概論與實作 

1. 青草茶包產品實作 

2. 足浴包產品實作 

3. 滷包產品實作 
羅稑畇老師 

10/29 (六) 

13:00pm~17:00pm 

 

中草養身概論與實作 

1. 枇杷膏產品實作 

2. 八仙果產品實作 

3. 中草藥膳產品實作 
羅稑畇老師 

10/29 (六) 

17:00pm~18:00pm 
學科考核 測驗與結業 理事長 

成果展 預計於 112年 5~6月 (勞工局長官頒發師資證書) 理事長 



招訓對象 具基礎製皂或有調製清潔品經驗者(若具化學皂化理論觀念更佳) 

遴選學員標

準及作業程

序 

學員錄訓方式為: 

1.繳交報名資料文件，檢驗文件是否符合規定。  

2.會員或曾參加本會所辦理各項課程之舊生優先錄訓。 

3.新生先報名並繳費者優先錄訓，依序遞補、額滿截止。 

招訓人數 7-10 人 (未滿 7 人不開班) 順延一期開課 

報名 

起迄日期 
即日起至上課前一星期。 

預定 

上課時間 
111 年 9月 17 日至 111年 10月 29 日；每週日上課，共 50小時。 

費用 

1.參訓費用：新台幣 $30,000 元整。  

2.兩人以上同時報名並繳費者可享 95折優惠：新台幣 $28,500 元整。 

3.取得本工商協聯合會「各式手作講師證書」舊生者：$28,000 元整。 

退費辦法 

1. 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課前 7天下午 17:00
前辦理退訓者，本會最多得收取核定訓練費用 20% (場地、師資與手
續費)，餘額退還學員。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 

2. 於開課前 7 天下午 17:00後辦理退訓者，即不予退費，剩餘 80%訓練
費用可保留下次本聯合會自辦課程使用(政府職訓課程無法使用)。 

3. 開課後辦理退訓者，全部訓練費用均不予退費。 

說明事項 

1. 匯款後即視為同意本招生簡章內容(課程時間與內容會依照師資需求

進行微調)。 

2. 學員上課時須備齊相關書面資料(身分證影本 1 份、一吋照片兩張)。 
3. 請假缺課者視同自動放棄此單堂課程，無補課情事亦不得課後要求領

取相關材料。 
4. 學員於課程期間，須繳交作業「漢方漢方美妍保養調製自製配方說明

及成品照片」，學員作業屬本會智慧財產權，本會有權使用相關圖片與

文章。 

5. 相關作業完成繳交者，得參與筆試考核。 

6. 學、術科均通過考核者，頒發本聯合會「漢方美妍保養調製講師證書」。 

報名/ 

上課地點 

報名地址：本聯合會會所，新北市三重區同安東街 27號 1樓。 

上課地址：本會 2 樓訓練教室。新北市三重區同安東街 27號 2 樓。 

本會網址: http://www.handiwork.org.tw/。 

訓練單位 

連絡專線 

聯絡電話：（02）2976-0367   連絡人：王碧月 小姐 

傳真電話：（02）2977-2179    電子郵件：handiwork@livemail.tw 

教學方式 講授法、分組討論、實體操作。 

指導單位 手工藝(工、商、協)聯合會。 

※招生簡章為契約一部份，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 

□本人確認已詳閱此招生簡章！ 

學員姓名(親簽)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