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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保養品配方技術 實務養成班

課程簡章
張麗卿老師官網：https://www.makehappyskin.com/class.php
課程訊息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張麗卿技術顧問有限公司-227566980656501/

開課期別

2018 年 第二期

課程名稱 【保養品配方技術 實務養成班】
學習目標
這是一門幫助已經在"化妝品業界從事配方研發工作了一段時間者"，走向更專業、更拒解決配方瓶頸
的能力，奠定強大配方實力、培養帶人學習配方技術能力的專屬課程。
我們釋放出獨到的配方技術學習法，能幫助學員，精準快速梳理出配方邏輯概念。
課程將能協助學員，將所學無縫銜接應用於配方工作上、提升配方訴求質量、提高配方技術的視野。

學後效益
1.能從以反覆打樣配方的經驗累積方式，來獲得配方經歷。提升為以印證學理的方式、從學理角度修
正配方的方式，來累積豐厚紮實的實務能力。

2.能擺脫依賴原料商研討會無系統氛雜的獲取資訊，快速獲得最專精真正可與行業接軌的配方實務解
決能力。

授課對象
1.化妝品廠/生技廠之保養品〝配方研發〞人員、〝生產操作技術〞人員；
2.已經上完化妝品配方技術能力培養班的學員之進級學習；
3.計畫投入化妝品研發行業之人士、與化妝品產業鏈相關之人士；
4.適合有強烈再精進配方能力意願、追求〝專業級課程內容〞的人士；
5.適合化妝品領域之碩士以上，打造〝符合行業需求〞之研發能力；
6.適合進入化妝品配方研發行業，實際配方資歷〝兩年〞以上的人士。

收費標準
報名【單天】課程，一單元 8,000 元。兩單元 16,000 元。三單元 24,000 元。
報名【全套】課程，共四單元。收費 26,000～28,400 元，依報名先後順序而定。
完成報名順位

全套課程優惠價 單元均價

第 01～10 位

NT 26,000 元

6,500

第 11～20 位

NT 26,800 元

6,700

第 21～30 位

NT 27,600 元

6,900

第 31 位以後

NT 28,400 元

7,100

備註：報名順序優惠，採台北台中合併計算。

資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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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1 起，接受學員資格申請
本課程需做資格審核，旨在協助確認學員行業背景與需求的吻合度。
通過資格審核，才需進行繳費
請下載資格審核表，填妥後 E-mail 至 costopic@gmail.com 或傳真至 05-2813708。
資格符合者，即以 E-mail 寄出正式的【繳費報名表】。

---------------------------------------------------------請傳真至 05-2813708 或 Email 至 costopic@gmail.com 確認上課資格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
負責工作
姓名/職位
報名單元

台北班

□B1(06/15)

□B2(06/16)

□B3(06/17)

□B4(06/18)

台中班

□B1(06/23)

□B2(06/24)

□B3(06/30)

□B4(07/01)

E-mail
聯絡電話
通知方式

□ E-mail

□電話（□白天 or □晚上）

備註欄

報名方式
依【繳費報名表】上提醒的金額與期限，完成繳費。逾期視為放棄優惠價格。
洽詢電話：0920-919-216 （張老師特助 Hellen）

取得報名號序後，需於兩天內完成報名，未完成即放棄優惠順位。
上課時間
台北班 2018 年 6 月 15/16/17/18，五六日一。共四天
台中班 2018 年 6 月 23/24，六日。6/30，7/01 六日。共四天
上課地點
台北班：犇亞國際會議中心(暫定) 台北市復興北路 99 號
台中班：昭盛 52 行館(暫定)台中市忠明路 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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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上課日期

時段

單元名稱

課

程

大

綱

配方師：必備的專業職能元素
台北班
2018.06.15
（五）

|

02.配方師的底子【熟通：皮膚生理學】

12：00

03.配方概念修正【取捨：滲透＆吸收】

午餐
休息

04.配方概念修正【鑒別：安全＆刺激】
B1
全方位 05.配方概念修正【判斷：安定＆有效】
配方師 配方師：必要的配方設計概念
職能再造
06.考量【使用順序＆使用技巧】

台中班
2018.06.23
（六）

01.任重道遠【認識：配方師職能輪廓】

09：00

13：30

07.降低【效能低落＆産品變質】

|

08.布局【成分橫向＆縱向網絡】

16：30

09.避免【地雷原料＆複雜配伍】
10.掌握【有效防腐＆安全防腐】

透明水類保養品

台北班
2018.06.16
（六）

01.無稠度透明水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02.高分子膠特性解析與配方應用
09：00

03.具稠度透明水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

04.透明水類之配方技術＆穩定性評估

12：00
午餐
休息

台中班
2018.06.24
（日）

透明油類保養品

B2
非乳化類 05.無稠度透明油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保養品 06.具稠度透明油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配方
07.透明油類之配方技術＆穩定性評估
開發技術
凝膠類保養品

13：30

08.凝膠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

09.凝膠類之配方技術＆穩定性評估

16：30

10.善用 vs 錯用膠質之實例解析
配方解說包含：各種類型的化妝水、精華液、精華油、凍膠、
凝霜、凝膠等之配方例與配方技巧。

台北班
2018.06.17
（日）

09：00
|
12：00
午餐

B3
洗卸類
保養品
配方
開發技術

卸妝類清潔品
01.卸妝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02.卸妝類成分之特性解析
03.卸妝類配方設計要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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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04.卸妝類配方技術＆穩定性評估

13：30

起泡類清潔品

|

台中班

課程名稱：保養品配方技術 實務養成班

05.起泡清潔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16：30

06.起泡清潔類成分之特性解析

2018.06.30
（六）

07.起泡清潔類配方設計要素解析
08.起泡清潔類配方技術＆穩定性評估
配方解說包含：卸妝油、雙層卸妝液、卸妝水、卸妝膠、眼
唇卸妝液、透明洗面乳、潔膚慕斯、珍珠沐浴乳、洗面皂等
之配方例與配方技巧。
01.乳化類之配方架構介紹

台北班
2018.06.18
（一）

02.乳化製品之類型與差异解析
09：00
12：00
午餐
休息

台中班
2018.07.01
（日）

03.熱制型乳化劑的特性解析與選配要領

|

13：30

04.冷做型乳化劑的特性解析與選配要領

B4
乳化類 05.乳化型矽氧烷類原料之特性解析
保養品 06.乳化類配方設計要素解析
配方
07.乳化類配方技術＆穩定性評估
開發技術

|

08.提升乳化製品滲透力之配方技巧

16：30

09.降低乳化製品敏感率之配方技巧
配方解說包含：清爽乳液、滋養霜、出水霜、卸妝霜、低敏
霜、滲透乳、隔離霜等之配方例與配方技巧。

注意事項
1.為確保您的權益，繳費完成後兩天(週末假日順延)，若未收到任何回覆，請電聯 0920919216 Hellen
洽詢確認。
2.課程內容為講師之智慧財產，恕無法提供課程講義電子檔，上課進行中，禁止錄音、錄影或拍照。
無法接受並配合的朋友，請勿報名參加。

退費須知
1.因故無法上課，請於開課前十天（台北班 6 月 5 日前，台中班 6 月 13 日前）告知，則退還八成費用
（攤提行政費用）
；於開課前七天（台北班 6 月 8 日前，台中班 6 月 16 日前）告知，則退還六成費
用（攤提行政費用、場地費用）
。
台北班 6 月 8 日後，台中班 6 月 16 日後，因故無法來上課，恕不退費僅郵寄講義。
（名額佔用費用）
2.因故無法上課者，得先經本班同意，改由他人替代出席。（替代人資格易必須審核）
3.本課程將於開課前十天統計報名人數，未達 25 人將不開班，並於原訂開課日前，退回全部報名費用。
4.張老師菁英成長班，為提供業界人士進修所設立，對於我司認為不適合上課之學員，保有婉拒參與
課程之權利。

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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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卿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博士進修（2001 年）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1986 年）
亞洲大學/修平技術學院/台中護專 兼任講師
弘光科技大學化妝品系講師
吳鳳技術學院化工系講師
台灣皮膚科學會保養品課程 專案講師
行政院化妝品人才培養訓練計畫 專案講師
工業局功能性保養品研發生產技術計畫審查委員
工業局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審查委員
工業局化妝保養品產業環境建構及推廣計畫評選委員
化妝品公司產品諮詢、開發企畫顧問
化妝品廠、藥廠、生技廠配方技術、製程顧問
化妝品公司高階教育訓練課程 專案講師
化妝品開發、測試、功能評估專案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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