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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家商107年度教務處綜高專門學程講座成果表 

資訊學程主題：網路行銷 

辦理單位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教務處 

圖書館 

107年 11月 22日 

(14:00-16:00) 

教師 
綜高 3資訊 
綜高 3國貿 
資ㄧ勤、和 

150 小禮堂 

成果連結網址： http://163.32.90.21/podcasts/48?locale=zh_tw 

聯絡人：資料科 張文賢 e-mail:saintsaintnet@ms.smvhs.kh.edu.tw 

電  話：07-5525887 分機 312 

活
動
辦
理
情
形 

1. 非常感謝校內老師及綜合高中 3資訊學程與國貿學程及資一勤、和同學參

與本次專題講座，希望對網路行銷概念及目前業界實務應用上都有更多元

化認識及了解。 

2. 講師藉由網路行銷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狀況趨勢作精闢介紹，並且針對未

同學們不熟悉的網路行銷實務做解說，希望大家能經過說明後對目前及未

來的網路行銷各項手法及趨勢能更有概念，並且也能更有思考創意及思考

空間。 

3. 講師也對於目前他們實務公司中網路行銷個案，快速的利用各項實例做解

說，並引導同學發揮創意思考，想想網路行銷還可以有哪些作為。 

活
動
績
效 

1.能提昇師生資訊素養，在教學及學習中能有正確觀念。 

2.落實資訊教育政策，建置校園優質均等教學環境。 

3.導入網路行銷原理、實務與趨勢分析讓與會師生在平常在網路資訊關察上，

能對網路行銷有所概念與想法，發揮所長及巧思，一方面不僅提昇自身的

資訊與網路行銷素養、也能了解到實例中不一樣的網路行銷手法。 

4.鼓勵師生利用創新思考，應用所學能在學習及實務工作上，得到成果。 

建
議
檢
討 

1.本次課程安排因為是段考前一週，大部分課程有進度因素，故無法讓更多相

關科系的同學參與，希望下次能將此因素考量。 

備
註 

計畫經費由 107綜高經常門 5-2專門學程專題講座執行 

承辦人 

實研組： 

陳曉雯 

資料科主任： 

張文賢 

單位主管 

教務主任 

凃世曜 

圖書館主任 

葉秀婕 

校長 陳當木 

http://163.32.90.21/podcasts/48?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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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教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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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學生名冊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1 張宜樺 綜高三３ 1 邱怡庭 綜高三４ 

2 鄭霈昕 綜高三３ 2 孫珮珊 綜高三４ 

3 蕭家雯 綜高三３ 3 陳淑妏 綜高三４ 

4 吳宗諺 綜高三３ 4 蔡宜儒 綜高三４ 

5 吳宗頤 綜高三３ 5 江權恩 綜高三４ 

6 許顓亦 綜高三３ 6 林嘉宥 綜高三４ 

7 黃振嘉 綜高三３ 7 張小龍 綜高三４ 

8 榮千仁 綜高三３ 8 陳宗煒 綜高三４ 

9 蕭敬諭 綜高三３ 9 王韋翔 綜高三４ 

10 洪嘉佑 綜高三３ 10 黃品捷 綜高三４ 

11 廖晏翎 綜高三３ 11 黃暋珵 綜高三４ 

12 劉青青 綜高三３ 12 楊銘勝 綜高三４ 

13 蔡欣妤 綜高三３ 13 劉正暐 綜高三４ 

14 黃芊瑜 綜高三３ 14 周筠婷 綜高三４ 

15 王律雅 綜高三３ 15 侯映潔 綜高三４ 

16 侯冠如 綜高三３ 16 洪晴芸 綜高三４ 

17 徐湘晴 綜高三３ 17 翁珮毓 綜高三４ 

18 許瑋珊 綜高三３ 18 張芳菱 綜高三４ 

19 陳旻妏 綜高三３ 19 許湘苓 綜高三４ 

20 陳姵穎 綜高三３ 20 劉子涵 綜高三４ 

21 程靜茹 綜高三３ 21 周書陽 綜高三４ 

22 黃靖琦 綜高三３ 22 孟煥 綜高三４ 

23 蔡怡芳 綜高三３ 23 張霈群 綜高三４ 

24 林俊藝 綜高三３ 24 黃建廷 綜高三４ 

25 林粲元 綜高三３ 25 楊承凱 綜高三４ 

26 黃昱誠 綜高三３ 26 鄭啟亨 綜高三４ 

27 劉泳辰 綜高三３ 27 李沛蓁 綜高三４ 

28 劉玟秀 綜高三３ 28 陳珮綺 綜高三４ 

29 蔡蕎璘 綜高三３ 29 翁千恩 綜高三４ 

30 鄭琇云 綜高三３ 30 張世軒 綜高三４ 

31 楊慧慈 綜高三３ 31  綜高三４ 

32 劉彥彤 綜高三３ 32 王映月 綜高三４ 

33 鄧家欣 綜高三３ 33 吳沁諼 綜高三４ 

34 詹鈞富 綜高三３ 34 廖子綺 綜高三４ 

35 凌羽瑩 綜高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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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1  資料一勤 1 何秝兢 資料一和 

2 朱麒熏 資料一勤 2 吳姿樺 資料一和 

3 李佳芸 資料一勤 3 吳蕬佳 資料一和 

4 林芊驊 資料一勤 4 吳顗仟 資料一和 

5 林宜芳 資料一勤 5 李宜芳 資料一和 

6 姚安柔 資料一勤 6 李葳羚 資料一和 

7 胡倚瑄 資料一勤 7 周佳芊 資料一和 

8 張佳琦 資料一勤 8 林孟葵 資料一和 

9 張芷盈 資料一勤 9 柯宜欣 資料一和 

10 梁懿 資料一勤 10 曹宇珊 資料一和 

11 許方榛 資料一勤 11 莊凡萱 資料一和 

12 陳淳芳 資料一勤 12 許菀芳 資料一和 

13 彭誼軒 資料一勤 13 麥家熏 資料一和 

14 曾立嫻 資料一勤 14 黃于瑄 資料一和 

15 曾琳涵 資料一勤 15 黃紫菱 資料一和 

16 裘旻蓁 資料一勤 16 黃雅群 資料一和 

17 蕭瑾暄 資料一勤 17 黃筠筑 資料一和 

18 鍾佩涵 資料一勤 18 黃靖怡 資料一和 

19 魏瑀葶 資料一勤 19 鄒昀 資料一和 

20 蘇亮慈 資料一勤 20 蔡佩諼 資料一和 

21 何亞倫 資料一勤 21 石俊生 資料一和 

22 吳泰緣 資料一勤 22 吳禹漢 資料一和 

23 李建緯 資料一勤 23 凌佳宇 資料一和 

24 林承燁 資料一勤 24 張安廷 資料一和 

25 林晉丞 資料一勤 25 莊士弘 資料一和 

26 林暐捷 資料一勤 26 莊起龍 資料一和 

27 孫靖翔 資料一勤 27 彭而艾 資料一和 

28 高翊凱 資料一勤 28 劉書瑋 資料一和 

29 陳諺群 資料一勤 29 歐才生 資料一和 

30 趙家新 資料一勤 30 蔡宗翰 資料一和 

31 蔡適安 資料一勤 31 蔡柏邑 資料一和 

32 謝宇翔 資料一勤 32 謝承勳 資料一和 

33 魏恩佑 資料一勤 33 蘇煌鈞 資料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