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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輕鬆學 Joomla!架設網站課程班」招生簡章

招生對象 上課時間 報名截止 

一般社會大眾 107.10.12-11.30，週五 
下午 13:30-16：30，共 12週 

即日起至 107.10.5(五)止 

課程 
目標 

Joomla!是一套自由、開放原始碼的內容管理系統，常被用來搭建商業網站、個人部落

格、資訊管理系統、多語言網站、Web 服務等，還可以進行二次開發以擴充使用範圍。

本課程教授如何利用 Joomla! 架設自己的網站，瞭解其運作架構，建構網站內容，進

而建立如：公司官網、部落格、網路商店、社群討論常見運用。 

授課 
師資 

李順能(A-bo) 老師 

現職：Joomla! 書籍作者
經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專任講師
Joomla官方網站 Landing Page翻譯者
Joomla官方認可使用者社群管理者
Joomla!擴充套件中文化參與者

上課 
地點 

本校和平校區；愛閱館 7401教室 

課程 

費用 
新生 4,000元/人(不含書籍費用) 

週次 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1 
10/12 13:30~16：30 Ch 01｜Joomla!課程簡介、特色、教學流程、網站運作 

 相關知識解說與課程相關的軟體程式準備。 

2 10/19 13:30~16：30 Ch 02｜安裝 Joomla! 系統。常見名詞解釋，認識網站 

 畫面及管理區操作。 

3 10/26 13:30~16：30 Ch 03｜Joomla!的內容架構、使用網站功能建立內容。 

 網站內容的進階做法。 

4 11/2 13:30~16：30 Ch 04｜瞭解 Joomla! 的選單架構、建立自訂網站選單。 

5 11/9 13:30~16：30 Ch 05｜認識 Joomla! 佈景主題：運作、安裝、設定等。 

6 11/16 13:30~16：30 Ch 06｜認識 Joomla! 擴充套件架構及管理。 

7 11/23 13:30~16：30 Ch 07｜學習 Joomla! 擴充套件應用（上）。 

8 11/30 13:30~16：30 Ch 08｜學習 Joomla! 擴充套件應用（下）。 

學習備份與遷移 Joomla! 網站，課程回顧與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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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方式 

現場報名可繳交現金 通訊報名請購買同面額之郵政匯票 

(匯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通訊報名注意事項 

購買匯票後，請先將「報名表」及「匯票」傳真至 07-7110686，並以電話確認，

收件以便取得【報名序號】。（匯票右下方空白處請註記班別、姓名，以茲區辨） 

1. 現場報名：於現場收件時間親送至本校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教育大樓 1 樓）。 

    

2. 通信報名：掛號郵寄至 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進修學院 企劃推廣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107-1【輕鬆學 Joomla!架設網站課程班】 

3. 報名表 

(1)請務必填寫退費帳號資料；如填寫非郵局之帳號，請務必填寫「金融機構 

  代碼」、「金融機構名稱」及「分行別」等資料。 

(2)依照銀行業相關規定，匯款銀行如非屬同一銀行間之分行，則應收取「匯 

  款手續費」；請學員儘量提供「郵局」或「台灣銀行」之帳戶，如金融帳 

  戶非上述 2 金融機構，則需自行付擔匯款手續費 30 元。 

(3)請務必校對退費帳號資料；如填寫疏漏或錯誤致退費款項遭金融機構退回，學員需  

  負擔再次匯款手續費 30 元。 

4. 人證件照片(1 吋脫帽半身正面)乙張。(供製作學員證個用)    

課程 
注意 
事項 

1. 出席皆須確實於課前簽到。 

2. 本校學則規定，課程修讀期滿 4 期共 72 小時且缺課時數不超過該班課程總時數 12

小時者，依實際出席時數發給課程研習證明書。 

3. 如遇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是否停課，均依「高雄市政府」宣布「高中職

以下各級學校停課」辦理。因上述天災屬人力不可抗拒事由，則不另行補課。 

4. 本校週一至週五不開放入校停車，建議開車者可停放文化中心或搭交通大眾工具。 

5.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退費 
辦法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1. 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班者，退還已繳學費九成。 

2. 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半數。 

3. 自實際上課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還學費。 

注意事項 

1. 退費流程需約 2-3 週。 

2. 退費標準日期之認定，以本校收到書面退費申請表為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3. 表格可至本校進修學院網站⇨「表格下載」⇨「企劃推廣組」下載。 

4. 「具領人（申請人）簽章」欄位，請務必由本人簽名。 

聯絡 
方式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3661-3667（企劃推廣組），傳真電話：07-7110686 

網址：高師大 http://www.nknu.edu.tw/     

進修學院：http://www.nknu.edu.tw/~extend 

進修學院 FB 粉絲網頁：『樂在高師進修』https://www.facebook.com/nknucce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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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收件時間：                

經手人：               (以上由本單位寫)  

相片黏貼處 

請實貼 1 吋脫帽 

半身正面照片 

姓名 

(本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公：           （分機：  ） 

宅：       通訊 
地址 

□□□ 
 

 

（請務必填寫，寄送研習證明書用） 

行動 
電話 09   

電子 

郵件 
 

得知 
課程 
訊息 
管道 

□1.傳單，得取地點：____________   □2.朋友轉知    □3.電子郵件    

□4.學校網站    □5.校門口跑碼燈  □6.廣告宣傳    □7.簡訊 

□8.大專院校推廣教育課程資訊網     □9.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10.其他：              

備註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誠邀請您成為本院雲端校友會之會員，日後將提供您相關校友會資訊及課程服務。 
惟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是否同意本院使用您上述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退費 

(因招生不

足或個人

因素不繼

續上課) 

1.退費資料限填學員本人金融機構帳戶；請務必填寫並確認無誤。 

2.退費須知請詳閱簡章之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3.請填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1)郵局局號：□□□□□□-□，郵局帳號：□□□□□□-□ 

或(2)其他金融機構 

機構代碼：________ ，機購名稱：_______________，分行別：__________分行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戶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報名者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