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智慧物聯網跨境電商暨網路行銷創業」實作班第二期
宗

旨

上課地點

期望能透過本計畫的創新養成，協助企業如何以「智慧物聯網跨境電商暨網路行銷」加速轉
型升級與創新創業，進而讓南台灣的企業創兆產業的新活力，本學院更以培育產業種子以期
創造台灣「智慧物聯網」新藍海，為未來商業營運注入新的活泉。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訓練教室

報名專線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電話：06-633-1269
手機：0933627812 施朝清 先生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電話：06-213-3111 分機 181 張小姐

課程內容

請參考課程表

報名地點

資格條件
具備證件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所服務之公司行號設立於臺南市之企業負責人或第二代經營者。
(2)所服務之公司行號設立於臺南市之企業經理/主管職級人員。
以上繳交證件：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名片。
(3)戶籍設於臺南市有意從事創業之青年或個人。

招訓人數

40 人(依繳費報名順序選定)

上課時間

106 年 7 月 15 日至 106 年 8 月 26 日 每週六 AM 09:00 ~ PM 16:30 詳見課程表

費

學員自付學費 6,000 元。

用

1.缺課：缺課累計達(含)十二小時以上時，不發給結業證明書。
2.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內者，累積三次以缺課一小時計；遲到或早退十五分
鐘以上者，一律視為曠課。

注意事項

3.繳交學費：6,000 元，其餘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補助。
※ 報名繳費後，若學員因故要求退費，依教育部之規定如下：
1.自繳費後至實際上課前，退還費用之七成。
2.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 1/3 者，退還費用之五成。
3.在班時間已逾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
請報名前慎重考慮。---若因故無法開班，將無息退還學費。
4.若學員有開車需求，上課期間校內停車費 50 元/次，可以代購車停車票。
5.上課期間午餐請自理。

1. 本次課程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CZBf8HO5qYocHRBH3
簡章備索或上網下載：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http://iic.nutn.edu.tw/news_view_20.html

報名方式

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http://idipc.tainan.gov.tw/ ；
2. 報到時繳交：費用（學費 6,000 元一律以現金或臺南大學匯款專戶繳交）、營利事業登記
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名片。
3.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額滿為止。

報名時請仔細詳閱以上說明。

2017「智慧物聯網跨境電商暨網路行銷創業」實作班第二期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
上課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訓練教室
協辦單位：臺南市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臺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臺南市工商企業跨業交流會、臺南市中小企業婦
女協會、臺南市大臺南青年創業協會、臺南市青年創業協會、大臺南區青商各分會

項目 日期
01

02

03

04

05

時

間

7/23
(日)

7/30
(日)

課

目

09:00-16:00
網站及網頁設計及文案
(6 小時) 一路科技黃震宇 總經理(小胖老師)

1 網站設計實作
1.1 留住客戶的網站動線規劃
1.2 讓網友無法抗拒的網頁內容設計
1.3 實作
1.3.1 網站分類規劃
1.3.2 產品優勢撰寫
1.3.3 企業優勢撰寫

09:00-16:00
網路搜尋行銷操作
(6 小時) 一路科技黃震宇 總經理(小胖老師)

2 網站流量增加實作
2.1 關鍵字廣告操作
2.2 SEO 操作說明
2.3 如何選擇正確的關鍵字
2.4 實作
2.4.1 關鍵字選擇
2.4.2 拍賣平台關鍵字置入

09:00-16:00
網路口碑社群操作
(6 小時)
一路科技黃震宇總經理(小胖老師)

3 口碑/社群行銷實作
3.1 知識家、Mobile01 操作……等操作技巧。
3.1.1 發問、回答
3.2 FACEBOOK 實作
3.2.1 PO 文
3.2.2 引導流量

全球跨境電商貿易新連接實務
09:00-16:00
鴻海科技集團台灣富連網股份有限
8/5
(六)
(6 小時)
公司
楊政達 營運處事業發展部總監

Google Analytics 基礎操作實務
09:00-16:00 鴻海科技集團台灣富連網股份有限
8/12
06
公司
(六)
(6 小時)
楊政達 營運處事業發展部總監

07

08

09
10

8/19
(六)

8/26
(六)

課綱

＊開訓典禮 (12:30) ＊班會 (13:00)

7/15

7/15
(六)

臺南市政府

09:00-16:00 Ebay、Wish 平台網路商店操作實務
(6 小時)
高青國際有限公司 林友程總經理

09:00-16:00
(6 小時)

Amazon、LAZADA、Tradesparq(B2B)
平台網路商店操作實務
高青國際有限公司 林友程總經理

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體總覽及其
商業意義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總體概
況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機會與
增長空間
四、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發展規模趨勢
五、中國跨境電商貿易新連接
六、新南向跨境電商市場機會
Google Analytics 基礎操作實務
1.Google Analytics 概念剖析
2.Google Analytics 重要名詞與廣告追蹤的重要性
3.Google Analytics 操作介面介紹
4.Google Analytics 報表解讀與應用
5.Google Analytics 進階功能介紹
1.Ebay 世界最多站點: 39 區域整合國際品牌，橫跨
全球 220 個國家，學習重點以如何產品高曝光率，並
運用價格與語言區隔市場，擴展各國市占率，形成關
鍵字口碑，吸引通路商批量 。
2.Wish 歐美最大的移動電商平臺，歐、美曝光率最
高、最多人下載的行購購物 APP，千人千面的特色，
創造 33.7%高回購率。最適合流行品與文創爆款的平
台。
1.Amazon 歐美亞澳各國電商網站市占最高，聯盟行
銷機制，增加產品曝光，獨創 FBA 海外寄倉物流解決
方案，徹底降低外銷物流成本，是建立 B2C 與 B2B 經
銷網最快的方式。
2.LAZADA 集團為東南亞最大的網上銷售及購物平
台，營運據點遍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新加
坡、泰國及越南，前進東南亞的最佳選擇！
3.海關數據交易平台，運用合法且透明化的美國(可
擴及 19 國)海關數據資料，進行全球市場分析、監控
競爭對手、一秒找到大客戶；結合社交網路，提供買
賣雙方建立信任感，是開發 B2B 採購外銷最新利器!

8/26 14:30~17:30 物聯網創業團隊競賽/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8/26 18:00 結訓典禮

註：1.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內者，累積三次以缺課一小時計；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上者，一律視為曠
課。缺課：缺課累計達(含)十二小時以上時，不發給結業證明書(不含開、結訓典禮)。
2.繳交費用：學費 6,000 元，餘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補助。
3.表定課程順序將再配合授課教師時間彈性調整。
4.本學院結訓學員可取得國立臺南大學校友資格；本課程結訓學員可取得青年創業貸款學習時數 42 小時。

2017「智慧物聯網跨境電商暨網路行銷創業」實作班第二期
報名資料表

※本次課程一律採線上報名，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CZBf8HO5qYocHRBH3
繳交證件：企業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及名片
1.缺課：缺課累計達(含)十二小時以上時，不發結業證明書(不含開、結訓典禮)。
2.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內者，累積三次以缺課一小時計；
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上者，一律視為曠課。
3.繳交費用：學費 6,000 元，餘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補助。
4.上課期間汽車停車費：450 元（於開訓日繳交）
5.上課期間午餐請自理。
6.本學院結訓學員可取得國立臺南大學校友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