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音創客》課程簡介與價格 
 更新日期：2021/10/26 

 

「影音創客」為台灣最大新手拍片教學團隊，以手把手教學方式，協助新手從 0 到 1 學會拍

片，強調簡單、實用、立上手，不只給心法還教方法！馬上學會用手機與 APP 就能自拍/製

影片;學會基礎攝影用鏡頭說故事；獨家研發的影片拆解自學術，讓你自學不求人；每個人

都能輕易地「玩」成職場中最常會用到的活動記錄 MV 短片；掌握網路新媒體鏡頭語言，讓

你快速學會大家喜歡觀看的拍片自造術！ 

 

同時，結合夥伴「危機管理顧問」的 Hans，共同提供更多元的數位課程，用系統性的思

考、外在功法、內在心法與實際案例，來與各位分享危機是如何處理的! 

 

以及提供北京執業多年的林峻生中醫，為大家分享《醫路向前行-上班族的健康之路》，針對

上班族常出現的身體狀況，分析原因、提供保養的方法，就是希望大家有健康的身體，才會

擁有幸福的人生。 

 

▌課程價格：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NT$0/年 
手把手教你學拍片 

(免費版) 

NO.1 社群小編好忙! 拍片前你應該問自己的 3 個問題 

NO.2  影音快製力！影音創客教你做出 10 秒片頭 

NO.3 掌握 3 大訣竅！學會百萬 YouTuber 的新媒體網路語言 

NO.4 新手拍片，如何運用 3 種鏡位創造吸睛影片 

NO.5 新手面對鏡頭說話的 5 招基礎入門 

NT$0/年 
危機處理心法 

(免費) 

危機處理心法 01：請閉上嘴，當一個旁觀者！ 

危機處理心法 02：善用眼來觀察，用手做註記！ 

危機處理心法 03：你的懂不是真的懂，找第三方確認你的觀點！ 

危機處理心法 04：處理問題前先看懂人性 

危機處理心法 05：見好就收否則會出事 

危機處理心法 06：紙上只談兵肯定學不會  

危機處理心法 07：只道聽途說肯定會出事 

危機處理心法 08：預期純屬不切實際 

危機處理心法 09：等待是『鬥智鬥勇』的過程！ 

危機處理心法 10：犯錯是個該慶祝的時刻 

NT$0/年 
上班族的健康之路 

(免費版)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準時 01：月經不行?

你是哪型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準時 02：為什麼會

月經不調呢 



 

NT$3000/年 

醫路向前行-上班族的

健康之路 

(完整版)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準時 01：月經不行?

你是哪型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準時 02：為什麼會

月經不調呢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準時 03：如何調整

生活方式，改善月經不調 

職場男性的不孕不育 01：為什麼會不孕不育 

職場男性的不孕不育 02：怎麼樣來解決男性不孕不育的問題 

職場女性的不孕不育 01：為什麼懷孕要盡量趁早 

職場女性的不孕不育 02：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哪些 

職場女性的不孕不育 03：不孕不育該怎麼生活調理 

上班族的便秘問題 01：便祕有哪些危害 

上班族的便秘問題 02：為什麼會便秘，對身體影響 

上班族的便秘問題 03：如何改善便秘的症狀 

上班族的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 01：胃脹氣和胃食道逆流常見哪些

症狀?會造成那些危害 

上班族的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 02：哪些原因引起胃脹氣與胃食道

逆流 

上班族的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 03：如何改善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 

 

▌課程簡介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手把手教你學拍片 

(免費版) 

NO.1 社群小編好忙! 

拍片前你應該問自己的

3 個問題 

現在的小編好忙，行銷宣傳貼文也要產出內容，甚至連影片都要

下海自己拍，可是開拍之前你知道怎樣企劃才會拍對嗎? 來看看

開拍前的 3 個問題吧! 

NO.2  影音快製力！

影音創客教你做出 10

秒片頭 

看過很多華麗或簡單的開場，但輪到我自己要做片頭，實在不知

道該從何下手? 來看看 4 招做 10 秒片頭吧! 

NO.3 掌握 3 大訣竅！

學會百萬 YouTuber 的

新媒體網路語言 

素人學拍片或是自學，常常會有一些盲點，也還不會解析別人的

畫面，所以讓我們告訴你，掌握 3 個重點，你的影片也能像百萬

YouTuber 

NO.4 新手拍片，如何

運用 3 種鏡位創造吸睛

影片 

素人新手學拍片時，往往還沒有穩固的攝影基礎，畫面上的取景

總是遠遠的，主要人物或主體都小小的，讓人看不到重點，本集

告訴你常用鏡位的意義，希望幫助大家多使用看看喔! 

NO.5 新手面對鏡頭說

話的 5 招基礎入門 

面對鏡頭是許多新手最害怕的，讓我們告訴你 5 招，下次面對鏡

頭說話時，請務必檢查一下是否有做到喔！ 

危機處理心法 

(免費) 

危機處理心法 01：請

閉上嘴，當一個旁觀

者！ 

開會的時候員工突然發難，當著主管的面把問題都丟出來，主管

當下只有五分鐘的時間可以處理，處理的不好的話不但會得罪部

門的所有員工，更有可能讓這位主管未來成為一個跛腳的主管，

看看如何用五分鐘來解決眼前的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2：善

用眼來觀察，用手做註

記！ 

上菜的時候把客人給燙傷了，經理在去醫前院集合了所有員工，

他想問問大家有沒有解決的想法或建議，面對沉默不語以及推缷

責任的員工們他感到無力，這問題處理不好的話是會引發客訴及

社會觀感不佳，更嚴重的是會讓餐廳關門並讓所有員工都沒有了

工作，經理到底該怎麼處理這個眼前的狀況呢？看看如何用五步

驟來拆解的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3：你

的懂不是真的懂，找第

三方確認你的觀點！ 

公司有人在嚼舌根，先是亂報會議內容，再是亂傳誰要離職，造

成公司上下恐慌，短短沒幾天走了一堆員工，再不處理只怕風暴

會更嚴重，公司到底該怎麼處理這個眼前的狀況呢？看看如何用

辦別訊息五步驟來處理這個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4：處

理問題前先看懂人性 

董事長臨時召見，先是公司收到黑函，再是指證主管收賄，不想

引起非議或恐慌，所以要漢斯立馬做處理，但董事長一、是沒給

任何授權，二、也沒有給任何的指示與步驟，漢斯到底該怎麼處

理這個眼前的狀況呢？看看如何用辦別人性四步驟來處理這個問

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5：見

好就收否則會出事 

財務部門要省預算，行銷部門要加預算，雙方會議直接開幹，針

鋒相對兼火爆嗆聲，董事長做出最終裁決之後，因為部門員工的

衝突而讓事件升級，身為事發部門的主管到底是要順藤摸瓜把事

鬧大？還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創造公司部門合作文化？看看如何用

收服對手三步驟來處理這個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6：紙

上只談兵肯定學不會 

公司開發了新產品，新人幹勁十足開發，一天就引發抱怨，認真

投入卻得負面效應？到底是新人個人的問題？還是公司的產品有

異狀？評估員工去或留不能只靠一面之辭！看看如何用讓菜鳥長

大四步驟來處理這個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7：只

道聽途說肯定會出事 

總經理被警察約談，公司一片慌亂，有人亂講亂傳消息，董事長

越洋下令徹查，又正巧碰上客戶參訪，到底是要立馬做處理，還

是要等參訪完再做處理呢？看看如何用還人清白四步驟來處理這

個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8：預

期純屬不切實際 

提案以為十拿九穩，被客戶打槍陷入慌亂，競爭對手卻大獲好

評，不知為何也不知如何，距離確認尚有補救機會，有限時間要

做出正確處理，看看如何用『打臉四步驟』來處理這個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09：等

待是『鬥智鬥勇』的過

程！ 

買房本是人生大事，看到好物理應跟進，但為何要先踩煞車，一

邊等待一邊丟價，這個做法是什麼用意？看看如何用『等魚上鈎

四步驟』來處理這個問題吧！ 

危機處理心法 10：犯錯

是個該慶祝的時刻 

因為失誤招致損失，第一時間辭職負責，主管不準便搞失蹤，一

邊救訂單一邊找人，有限時間做積極處理，看看如何用『回心轉

意四步驟』來處理這個問題吧！ 

醫路向前行-上班族

的健康之路 

(免費版)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

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

準時 01：月經不行?你

是哪型 

古代月經稱叫月信，月信就有一個信用的意思，時間到就會有消

息，有信用一定會準時到，但是現在因為我們生活的習慣開始跟

古代有很大的不一樣，因此週期時間就不準時，有的是早來晚來

隨便來，也有來了不走，要不就是常常來，妳是哪一型?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

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

準時 02：為什麼會月

經不調呢 

為什麼會月經不調呢?月經不調有可能是精神壓力太大、內分泌

失調、運動量不夠、食慾不好、用腦過度、過度減重節食、運動

過度流太多汗、代謝變慢等等 

醫路向前行-上班族

的健康之路 

(完整版)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

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

準時 01：月經不行?你

是哪型 

古代月經稱叫月信，月信就有一個信用的意思，時間到就會有消

息，有信用一定會準時到，但是現在因為我們生活的習慣開始跟

古代有很大的不一樣，因此週期時間就不準時，有的是早來晚來

隨便來，也有來了不走，要不就是常常來，妳是哪一型?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

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

準時 02：為什麼會月

經不調呢 

為什麼會月經不調呢?月經不調有可能是精神壓力太大、內分泌

失調、運動量不夠、食慾不好、用腦過度、過度減重節食、運動

過度流太多汗、代謝變慢等等… 

好朋友愛亂來怎辦?談

談女性上班族的月經不

準時 03：如何調整生

活方式，改善月經不調 

要如何改善月經不調呢?要先確認造成月經不調的原因，才能對

症下藥給予最適當的方案，有需要注意飲食的、睡前需要放鬆治

療、泡腳、固定的運動項目等等… 

職場男性的不孕不育

01：為什麼會不孕不育 

為什麼會不孕不育，因為現在的飲食生活環境，含有很多的荷爾

蒙的製劑，就會導致即男性的生殖功能不斷下降，還有辦公室長

期久坐，導致基礎代謝率就開始會低下，等等…  

職場男性的不孕不育

02：怎麼樣來解決男性

不孕不育的問題 

在治療男性不孕不育的時候，其實還是要辯症施治，要怎麼樣來

調整呢?飲食跟生活是絕對要調整的，尤其是酒要少喝一點，抽

煙少抽一點，再搭配特定的運動等等… 

職場女性的不孕不育

01：為什麼懷孕要盡量

趁早 

因為女生年紀太大，卵子質量就不會太好，而男生的年紀大，精

子的品質也不好。當精子卵子兩個狀況都不是太好時，受精卵可

能就不容易著床了，即使著床了，也不容易成長生長，可能第一

個月就流掉了。 

職場女性的不孕不育

02：不孕不育的原因有

哪些 

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哪些?1.內膜比較薄 2.年紀比較大 卵子精子質

量不好 3.下焦濕熱 易感染導致精卵會合通道堵塞 4.免疫系統失

調… 

職場女性的不孕不育

03：不孕不育該怎麼生

活調理 

不孕不育該怎麼生活調理呢?針對不同的狀況作處理 1.改善男性

精子品質增加受孕機率 2.補養氣血，改善卵子衰退 3.治療感染

情況，打造有利環境 4. 與精神壓力有關 要紓解生活壓力 5.子

宮發育不良，發育期就要調理，生育期再調太晚了 6.輸卵管沾

黏，中藥幫助抗感染 

上班族的便秘問題 01：

便祕有哪些危害 

便祕有哪些危害?會產生口苦口臭，嘴巴為苦苦的，容易嘴巴會

有味道，肝臟解毒功能也會下降，也會產生婦科的問題等等… 

上班族的便秘問題

02：為什麼會便秘，對

身體影響 

為什麼會便秘呢?1.纖維素吃太少 2.壓力的關係 3.慢性病用藥導

致 4.腰椎壓迫導致腸到循環不好 

上班族的便秘問題

03：如何改善便秘的症

狀 

我們該怎麼樣來借由飲食習慣或運動、穴位按摩的方式，或是小

方法來改善便秘情況? 1.多吃水果 2.維持正常的運動 3.注意腰部

的保暖 4.按摩手上大腸的經絡 5.按摩足陽明胃經 6.泡腳 



 

上班族的胃脹氣與胃食

道逆流 01：胃脹氣和胃

食道逆流常見哪些症

狀?會造成那些危害 

胃脹氣和胃食道逆流常見哪些症狀?會造成那些危害 1.吃不下能

量不足，影響工作效率 2.長期不適，影響工作心情 3.影響人際

關係 4.繼發其他頑固的慢性疾病影響職場表現 

上班族的胃脹氣與胃食

道逆流 02：哪些原因

引起胃脹氣與胃食道逆

流 

哪些原因引起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1.飲食的部分，讓腸胃容易

產生脹氣跟胃食道逆流 2.辦公室的工作形態問題 3.有些長期便

秘的患者，也會容易產生胃脹性胃食道逆流。 

上班族的胃脹氣與胃食

道逆流 03：如何改善

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 

如何改善胃脹氣與胃食道逆流?1.改善飲食結構 2.紓解壓力 3.避

免長期壓迫 4.改善症狀的穴位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