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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卿老师菁英成长班  

个人护理品配方技术培训服务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概念班（学习难度：中级）2017年开办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实务班（学习难度：中级）2017年开办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专业班（学习难度：高级）2018年开办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精修班（学习难度：高级）2018年开办 

 

举办城市与日期 

上海市：2017 年 7 月概念班三天（五、六、日） 

5 月 15 日起接受报名，额满即止（每场次人数 150 人） 

广州市：2017 年 8 月概念班三天（五、六、日） 

6 月 15 日起接受报名，额满即止（每场次人数 150 人） 

   上海市：2017 年 9 月实务班四天（四、五、六、日） 

7 月 15 日起接受报名，额满即止（每场次人数 150 人） 

     广州市：2017 年 10 月实务班四天（四、五、六、日） 

8月 15 日起接受报名，额满即止（每场次人数 150 人） 

 

2017 年，引颈企盼多年， 

唯一能满足化妆品业内人士需求水平的专业课程来罗！ 

台湾首席化妆品配方权威张丽卿老师 

对业内人士公开开班十年、为企业执行内训课程二十年 

破千场次的传承讲授历练 

汇集出更深入浅出、更具逻辑整合性的易学课程 

为大陆化妆品业内人士量身打造一系列专业配方开发技术课程 

将于 2017 年 7 月，由【上海】开启重磅级技术培训服务列车 

跟对名师学习，方能精准快速提升行业能力 

每场人数有限，精彩可期，请勿错过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概念班 

一、学习难度： 

中级 

1.适合对化妆品研发有高度学习意愿、强烈挑战自我学习力的人士； 

2.适合进入化妆品配方研发行业未满二年的人士； 

3.适合化妆品厂里，非负责配方研发的其它部门人士（厂长、品管主管、生管主管、文案、代工业务、营业部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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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合作为化妆品厂养成新进配方研发人员的专业快速培训课 

二、上课地点&日期 

上海市：2017年 7月 21,22,23 三天（五、六、日） 

广州市：2017年 8月 11,12,13 三天（五、六、日） 

三、费用 

报名费用包含讲义、午餐盒（不包含交通费、住宿费等） 

(1) 6,900 元/ 1 人 

(2) 13,400 元/ 2 人同行价（限同一个公司，开同一张服务费发票） 

(3) 19,500 元/ 3 人同行价（限同一个公司，开同一张服务费发票） 

(4) 四人以上同行价，6,400×人数（限同一个公司，开同一张服务费发票）  

四、报名方式 

(1) 先填写附件的报名表（如贵司是一般纳税人，需要开立技术服务专用发票者，请务必提供完整开票信息（公司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帐号等完整资料），未填写与未填写清楚者，视为个人进修学习，提供普通发票） 

(2) 将填妥的表格，通过邮件，发送至 coschange001@qq.com 或 3060814440@qq.com 

(3) 主办方收到报名表，确认无误后，以邮件通知贵司报名序号、应付款之总金额、付款银行帐号 

(4) 贵司请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逾期视为放弃报名资格。 

 

         

----------------------------------------------------------------- 

2人同行或 3人同行或 3人以上同行，请填写同一份报名表（勿分开填写） 

 
 

 

 

 

 

 

 

 

 

 

 

 

 

 

 

 

 

 

 

 张丽卿老师菁英成长班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概念班  （上海班） 

 上课日期：2017 年 7 月 21,22,23 三天（五、六、日） 

公司全名称 个人进修可不填 

纳税人识别号 个人进修可不填 

营业执照地址 个人进修可不填 

公司电话 个人进修可不填 

公司开户行 

及帐号 

个人进修者，请填写缴费转帐之帐号 

学员姓名                                 必填 

 

联络方式 

 E-mail 必填 

手机号码                                                            必填 

公司电话  

 

 

联系备注栏 

 

 

多人同行报名，请在备注栏一一列出姓名、电话、邮箱、手机号码，以便寄发上课报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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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付款信息： 

(1) 統一采银行转帐。帐户资讯，随 Email 寄达「取得报名资格」的通知信函中。 

(2) 付款完成后，请务必发邮件告知我司您的报名序号与转帐帐号 

(3) 我司收到款项后，于 2 个工作日内发邮件通知报名完成。 

(4) 上课日前十天，将再以邮件寄发上课报到通知单。 

六、联系洽询： 

(1) 利用邮箱 coschange001@qq.com 

 

七、课程内容介绍 

 

上课时间 单元名称 课  程  大  纲 

张丽卿老师菁英成长班  化妆品配方开发技术 概念班  （广州班） 

上课日期：2017 年 8 月 11,12,13 三天（五、六、日） 

公司全名称 个人进修可不填 

纳税人税号 个人进修可不填 

营业执照地址 个人进修可不填 

公司电话 个人进修可不填 

公司开户行 

及帐号 

个人进修者，请填写缴费转帐之帐号 

学员姓名                                必填 

联络方式  E-mail  必填  

手机号码                                                           必填 

公司电话  

联系备注栏 

 

多人同行报名，请在备注栏一一列出姓名、电话、邮箱、手机号码，以便寄发上课报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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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09：00 

| 

12：00 

 

13：30 

| 

16：30 

 
脸部基础 

保养品调制 
 

1.清洁类配方架构介绍  

以理解界面活性剂为开启之钥，进一步认识各种清洁类   

制品的理化性质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清洁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洁肤乳/洁肤慕丝 /洁肤胶 

2.卸妆类配方架构介绍  

以理解卸妆原理为开启之钥，进一步认识各种卸妆类制

品的理化性质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卸妆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卸妆液/卸妆胶 /卸妆油 

3.透明类配方架构介绍  

以揭开透明更接近安全的真伪，进一步认识各种透明类

制品的效能关键、安全关键。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透明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化妆水/精华液 /冻胶 

4.乳化类配方架构介绍  

以理解乳化原理为开启之钥，进一步认识各种乳化类制

品的理化性质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乳化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凝胶/乳液 /乳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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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09：00 

| 

12：00 

 

13：30 

| 

16：30 

 
 

脸部功能性 
保养品调制 

保湿类 
抗敏类 
油痘类 

 

1.保湿类配方架构介绍  

从皮肤必要的保湿元素为厘清点，作为开发保湿配方元

素建构之根本。进一步认识各种保湿类制品的理化性质

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保湿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保湿化妆水/保湿菁华液 /保湿凝冻 

2.抗敏类配方架构介绍  

从保养成分的抗敏机转为厘清点，作为开发抗敏配方元

素建构之根本。进一步认识各种抗敏类制品的理化性质

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抗敏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护敏化妆水/舒敏菁华液 

3.油痘类配方架构介绍  

从保养成分控油抗痘的机转为厘清点，作为开发油痘配

方元素建构之根本。进一步认识各种油痘肌类制品的理

化性质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油痘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控油化妆水/抗痘菁华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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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09：00 

| 

12：00 

 

13：30 

| 

16：30 

 
 

脸部功能性 
保养品调制 

美白类 
抗老类 

 
 

1.美白类配方架构介绍  

从美白成分对应的美白机转为厘清点，作为开发美白配

方元素建构之根本，进一步认识各种美白类制品的理化

性质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美白类产品的

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美白菁华/两剂式美白安瓶 

2.抗老类配方架构介绍  

从皮肤需要的抗老化手段为厘清点，作为开发抗老化配

方元素建构之根本，进一步认识各种抗老化类制品的理

化性质特征与外观样貌的差异处。 

以系统化的配方架构介绍、市售产品为例、实际配方例、

照片＆影片操作示范，快速直接认识各种抗老化类产品

的配方组成比例与调制操作步骤。 

示范配方：照片＆影片操作示范：抗老化妆水 /抗老菁华 

液 /抗老乳霜 

 

八、师资简介： 

张丽卿   

静静宜宜大大学学应应用用化化学学研研究究所所博博士士进进修修（（22000011 年年）） 

静静宜宜大大学学应应用用化化学学研研究究所所硕硕士士（（11998866 年年））  

亚亚洲洲大大学学//修修平平科科技技大大学学//台台中中技技术术大大学学  兼兼任任讲讲师师  

弘弘光光科科技技大大学学化化妆妆品品系系讲讲师师  

吴吴凤凤技技术术学学院院化化工工系系讲讲师师  

台台湾湾皮皮肤肤科科学学会会保保养养品品课课程程  专专案案讲讲师师  

行行政政院院化化妆妆品品人人才才培培养养训训练练计计画画  专专案案讲讲师师  

工工业业局局功功能能性性保保养养品品研研发发生生产产技技术术计计画画审审查查委委员员  

工工业业局局传传统统产产业业技技术术开开发发计计画画审审查查委委员员  

工工业业局局化化妆妆保保养养品品产产业业环环境境建建构构及及推推广广计计画画评评选选委委员员  

化化妆妆品品公公司司产产品品谘谘询询、、开开发发企企画画顾顾问问  

化化妆妆品品厂厂、、药药厂厂、、生生技技厂厂配配方方技技术术、、制制程程顾顾问问  

化化妆妆品品公公司司高高阶阶教教育育训训练练课课程程  专专案案讲讲师师  

化化妆妆品品开开发发、、测测试试、、功功能能评评估估专专案案委委托托  

 

九、征信 

(1) 本课程为张丽卿老师亲自讲授。 

(2) 本课程讯息简章，同步公布在张丽卿老师官网 https://www.makehappyskin.com/ 之【课程资讯】页面

https://www.makehappyskin.com/class.php 

亦同时公布在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張麗卿老師課程園地-227566980656501/   

(3) 本技术培训服务课程，由幸福肌（厦门）商贸有限公司承办，负责学员收费、联系、开立发票等事宜。公司地址为：

厦门市湖里区日圆二里 2 号 1404 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