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Programs 

Silicon Stone Education-Adobe CS6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Adobe CS6 

課程系列：專業技術認證系列 電腦認證與設計系列 視傳設計領域證照         

課程目標：取得專業認證 Adobe CS6 專業能力整合性認證（5 科）。(基礎班  + 進階班 ) 

開課次序：按下列科目依序分別開課。 

課程堂數：實際課程均未含考試之上課堂數 

1.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 Photoshop CS6 國際認證        ：24 堂 

2.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 Dreamweaver CS6 國際認證     ：24 堂 

3.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llustrator CS6 國際認證        ：24 堂 

4.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Flash CS6 國際認證              ：24 堂 

5.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Design CS6 國際認證           ：24 堂 

認證考試：考試時間 60-90 分鐘 / 科 

優勢條件： 
1. 聘請擁有五十張以上證照的專業師資親自輔導考照。 

          2. 原場地考照。 
           3. 完成五科修畢，可擔任專業人員：平面設計專業人員、Flash 動畫設計專業人員、 
                                           網頁設計專業人員、多媒體網頁設計專業人員。 

入學資格：不限年齡及學歷。 

上課對象：1. 有影像處理經驗、有基本網頁語言為佳。 

2. 具有基本電腦操作經驗者。期待整全多媒體基礎能力，提昇職場工作職能。 

上課方式：■ 實體 □ 遠距 

開班人數：10 人開班 / 科。人數不足或報名額滿，自動排入下一期。 

學    費：包套優惠$34999 元 / 5 科(含國際證照考證費：$12940)  (原價$47940) 

 

國際證照考證費：$12940 (5 科) 

1. ACA : Photoshop CS6 國際認證    $2980     

2. ACA : Dreamweaver CS6 國際認證  $2980     

3. ACA :Illustrator CS6 國際認證     $2980    

4. SSE : Flash CS6 國際認證        $2000            

5. SSE : InDesign CS6 國際認證     $2000           

報名截止：2018.02.11，額滿截止。 

報    名：報名後付清課程費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方式： 

1.採用線上報名。 

2.請至本學院官方網站 http://www.artist-act.com/ 進入首頁，點選選單『線上報名』 

  /『選修生線上報名』，再勾選所要上的課程，再依操作不驟完成報名程序後，選擇繳費方式。 

3.完成線上報名後，系統會自動寄發電子郵件通知。 

 若有任何疑問 歡迎來電洽詢!     電話：+886-2-7733-7722*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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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 Photoshop CS6 認證課程  

課程目標：輔導學生精通 Photoshop CS6 所應俱備的相片編修、合成技巧、繪圖、  

         圖層和色版概念、文字編輯、影片編輯、 3D 影像、網頁製作等知識並  

通過此 ACA 認證。 (基礎班  + 進階班 ) 

上課日期：03/03-03/17 週六、週日 

上課時間：週六、週日下午 14:00-19:00 (每次五堂課)   

考試時間：03/17 週六晚上 18:30。 
上課/考證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 84 巷 9 號 B1（藝術媒體學院學生中心） 

 

週次  
日期  

時間  
教學內容  

備註

(24hrs) 

一  03/03 

設定影像設計專案企劃的必要條件、在準備影像時  

應理解的設計元素、對於 Adobe Photoshop CS6 操作  

功能的理解企劃的必要條件  

5hrs 

二  03/04 
影像處理 (一 ):選取範圍&參考線與尺標&變形操作、  

          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三  03/10 
影像處理 (二 ):調整色階與色彩&影像潤飾&繪圖工具、  

          模擬試題練習  
5hrs 

四  03/11 影像處理 (三 ):打字工具&濾鏡的操作、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五  03/17 評估數位影像、模擬試題練習  4hrs 

五  03/17 認證考試  1.5hrs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 Dreamweaver CS6 認證課程 

課程目標：輔導學生精通 Dreamweaver CS6 所應俱備的建立網頁範本、  

        定義 Dreamweaver 網站、使用基本  HTML 標籤來設定  HTML 文件、  

        使用相對和絕對定位  div 標籤和  CSS 樣式、超文字標記語言、超連結、  

        電子郵件連結和命名定位點、在網頁中加入視訊和音效、加入動畫和互動  

        功能、建立影像地圖、建立表格、修改文字和影像及其屬性等知識  

        並通過此 ACA 認證。 (基礎班  + 進階班 ) 

上課日期：03/24-04/07 週六、週日  

上課時間：週六、週日下午 14:00-19:00(每次五堂課 ) 

考試時間：04/07 週六晚上 18:30。  

上課 /考證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 84 巷 9 號 B1（藝術媒體學院學生中心）  

 

週次  
日期  

時間  
教學內容  

備註

(24hrs) 

一  03/24 
網頁規劃與 HTML 入門、使用 Dreamweaver 編輯網頁、

網頁色彩與圖像處理   
5hrs 

二  03/25 超連結、表格與頁框、CSS 樣式表入門、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三  03/31 
運用 AP Div 元素編排網頁、運用 JavaScript 製作動態  

網頁、CSS 樣式表案例實作、模擬試題練習   
5hrs 

四  04/01 
使用多媒體物件、活用資源和樣板、  

驗證網頁、上傳與管理網站、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五  04/07 動態資料庫網頁：建立留言板、模擬試題練習   4hrs 

五  04/07 認證考試  1.5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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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 Illustrator CS6 認證課程 

課程目標：輔導學生將精通 Illustrator CS6 所應俱備的向量圖形繪製技巧、 

         選取與對齊物件、上色技巧、文字與符號編輯技巧、繪製透視物件 

         與 3D 效果、漸變與漸層等知識並通過此 ACA 認證。(基礎班 + 進階班) 

自行購書：http://www.grandtech.info/02-shop-list-107.html 

上課日期：04/14-04/28 週六、週日 

上課時間：週六、週日下午 14:00-19:00(每次五堂課) 

考試時間：04/28 週六晚上 18:30。 

上課/考證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 84 巷 9 號 B1（藝術媒體學院學生中心） 

週次  
日期  

時間  
教學內容  

備註

(24hrs) 

一  04/14 Apple 巧克力按鍵設計、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二  04/15 網頁與程式圖示設計、Logo 形象設計、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三  04/21 文字造型設計、雙面名片設計、模擬試題練習  5hrs 

四  04/22 VIP 貴賓卡製作、VI 視覺設計、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五  04/28 動態資料庫網頁：建立留言板、模擬試題練習   4hrs 

五  04/28 認證考試  1.5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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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 Flash CS6 認證課程 

課程目標：輔導學生將精通 Flash CS6 所應俱備的動畫與繪圖能力、元件整合  

         和連續動畫設計、時間軸概念和圖層功能、利用 ActionScript 3.0 新增  

         簡單控制項、音效的匯入和使用、視訊的新增和匯出、建立表單格式、  

         發佈與匯出  Flash 文件等知識並通過此 SSE 認證。 (基礎班  + 進階班 ) 

上課日期：05/05-05/19 週六、週日  

上課時間：週六、週日下午 14:00-19:00(每次五堂課 ) 

考試時間：05/19 週六晚上 18:30。  

上課考證：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 84 巷 9 號 B1（藝術媒體學院學生中心）  

 

 

週次  
日期  

時間  
教學內容  

備註

(24hrs) 

一  05/05 
認識 Flash、Flash 的繪圖工具、調色盤和文字處理、  

編輯圖像與圖層設定  
5hrs 

二  05/06 製作元件與動畫、進階動畫技法、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三  05/12 製作按鈕元件、音效處理與發佈影片、模擬試題練習  5hrs 

四  05/13 
ActionScript 3.0 程式設計入門、撰寫事件處理程式、模

擬試題練習  
5hrs 

五  05/19 
Flash 影音專案與手機 APP 製作、滑動選單介面、  

模擬試題練習、載入外部影片程式製作、模擬試題練習  
4hrs 

五  05/19 認證考試  1.5hrs 

  

http://certification.gotop.com.tw/CertificationItem.aspx?type=adobe&id=13&SubID=128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Design CS6 認證課程 

課程目標：輔導學生將精通 InDesign CS6 所應俱備的版面配置、圖文編排、  

表格建立、印刷知識、電子書製作等知識並通過此 SSE 認證。  (基礎班  + 進階班 ) 

 

自行購書：http://www.grandtech.info/02-shop-list-107.html 

上課日期：05/26-06/09 週六、週日  

上課時間：週六、週日下午 14:00-19:00(每次五堂課 ) 

考試時間：06/09 週六晚上 18:30。  

上課考證：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 84 巷 9 號 B1（藝術媒體學院學生中心）  

 

週次  
日期  

時間  
教學內容  

備註

(24hrs) 

一  05/26 建立文件和主版、  編輯頁面內容、框架設定  5hrs 

二  05/27 
路徑及繪圖工具、物件管理與屬性、  

色票的建立與使用、模擬試題練習  
5hrs 

三  06/02 
字型與排文、字元設定與調整、  

段落設定與調整、模擬試題練習  
5hrs 

四  06/03 
表格設計、圖片格式與效果、字型與排文、  

模擬試題練習、預檢與輸出 (ㄧ ) 
5hrs 

五  06/09 預檢與輸出 (二 )、互動式文件製作、動畫製作、Folio、  4hrs 

五  06/09 模擬試題練習、認證考試  1.5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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