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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Office of Global Industry-Academe Collaboration and Advancement,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美國 NAHA 國際初階芳療師認證班第 5 期 招生簡章 
一、 課程介紹： 

近年來國人越來越重視健康養生的觀念，許多保健的方法在使用上必須更加注意其正確性和實

質成效，本課程為提供完整且正確的初階芳療概念和認證機制，精心設計相關課程，傳授最正確、

專業的基礎芳療理論，讓學員了解到芳療的意義不只侷限於芳香的氣味，而是深入了解每種香氛的

特性及搭配，幫助身心靈的調和，將香氛融入保健生活中。本課程由 ALIZ 芳香療法學院沈莉莎老

師授課，結合專業知識及實務運用，除了傳授芳療正確及安全觀念，搭配基本手技教學更能容易讓

學員靈活運用在生活調養中。 

課程結束後，將輔導學員直接考試取得美國 NAHA 初階芳療師認證，無論是芳療工作者，或

是對於芳香療法有興趣者，皆能得到最專業的培訓。 

二、 招生對象：有意從事芳香療法相關行業之人員、對居家保健及精油調用有興趣之民眾。 

三、 招生人數：每期 40 人，額滿為止。 

四、 開課日期：自 107 年 12 月 01 日至 108 年 1 月 19 日，每週六 09：00 至 17：00。 

五、 上課時數：共 7 週，全期 50 小時(含認證考試 2 小時，於課程最後一天舉行)。 

六、 課程規劃： 
序號 上課題目、科目或講演題目 所需單元(小時) 
1.  芳療歷史介紹 3 
2.  精油的萃取方式與品質分辨 6 
3.  30 種精油介紹 15 
4.  基本精油化學 4 
5.  精油與人體之身、心、靈作用 4 
6.  精油正確使用方式 7 
7.  基礎精油調香 4 
8.  植物油專論 4 
9.  個案討論 1 
10.  考試 2 

總計 50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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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程內容： 
(一) 芳療歷史的起源與歷史 
(二) 精油的生產與品質 
(三) 植物精油萃取法 
(四) 精油的基本化學 
(五) 基礎有機化學 
(六) 各類精油化學分子 
(七) 認識各式不同精油圖派別 
(八) 芳香療法應用 
(九) 藥物動力學 
(十) 30 種精油介紹 
(十一) 植物油專論 
(十二) 調香的藝術 

八、 師資介紹： 
ALIZ 芳療學院校長級講師-沈莉莎 
 學歷：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 
 芳療經歷： 
    英國 IFA 校長級(Principal TEACHER REGISTRATION NO.P/328  ) 芳療講師 
    英國 IFA 合格芳療講師 
    美國 NAHA lever = 2 \* ROMAN II 國際芳療講師 
    德國芳療協會第二屆合格認證芳療師 
    德國芳療協會 2002 年芳療培訓班 80 小時合格芳療師證照 
    英國 IFA 芳療培訓班 360 小時合格芳療師證照 
 現任： 
    英國 IFA 校長級芳療講師 
    美國 NAHA 國際芳療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推廣中心 NAHA 專任芳療講師 
    ALIZ 芳療教育總監 
 經歷： 
    2005 年起橙智管理資深講師 
    2006 年起愛盲文教基金會芳療講師 
    2009 年台中榮總芳療專題講座 
    國內知名婦產科及月子中心指定芳療師 
    2008、2009 年台中視障技能發展協會專任芳療講師 
    臨床 8 年以上精油專業配方調香及諮商 
    自 2005 年起迄今教授芳療專業課程超過 1000 小時 
    國內多家知名大型專業芳療 SPA 館指定調香芳療師 
    曾任中國時報每週日生活專欄---芳療生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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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瓊瑜（Bella) 老師 
 學經歷 
    ALIZ 香氛學苑特聘講師 
    英國 IFA 芳療師證照 
    美國 NAHA 國家整體芳療協會專業芳療證照 
    國家美容乙、丙級證照 
    國家護理師證照 
    台北醫學大學營養學分班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CPR 證照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畢業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畢 
 學芳療的收獲心得 
    植物是大自然的恩賜，精油則是植物經淬煉後的產物； 芳香療法是前人累積下來的智慧，也

是一門藝術。 我用精油賦予生命溫度及廣度，繼續享受並傳播這美好芳療世界。 
 專業領域 
    居家保健/ 芳療手技／個人保養用油建議 

◎報名相關資訊：(請詳讀報名辦法，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一、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23 日止，額滿為止。 

二、 繳費期限：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三、 報名流程： 

(一) 請先 e-mail 或傳真回傳報名表，並來電告知確認報名成功。 

(二) 完成報名後，請於自報名日起 5 天內(不含假日)，至線上系統繳費，逾期未繳費視同放棄

將不再另行通知。 

四、 收費標準：每期每名 21,000 元(含學費及考照費用) 

(一) 學費每期每名 18,500 元整(含教學用教材費用，不須另繳材料費)。 

(二) 考照費用 2,500 元另計，直接繳交予發照單位(考照費用不適用優惠)。 

※優惠方案：(以下優惠限擇一採用) 

(一) 本校學生、校友（含推廣教育班結業學員）及教職員工，享學費 95 折優惠價。 

(二) 兩人同行報名享學費 9 折優惠價。(需兩人同時報名繳費，報名成功後若有其中一人取消則

需補繳差額) 

五、 報名可採下列三種：  

(1) E-mail 報名：將報名表填寫完畢後，直接 E-mail 至承辦人信箱，寄出後請來電確認收件

成功。 

(2) 傳真報名：報名表填寫後傳真至 07-5252017，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收件成功。 

     (3) 現場報名：請攜帶報名相關資料，直接至本校產學處推廣教育組(國際研究大樓四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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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費繳費方式： 

至本校線上繳款網頁：https://payment.nsysu.edu.tw/olprs70/first.html  收款單位點選「產學營運

及推廣教育處」，收款款別點選「美國 NAHA 國際初階芳療師認證班第 5 期」輸入姓名、金

額、email。 

 

七、 退費相關注意事項： 

(一) 退費橝準：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實際上課

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

退還。 

(二) 退費方式：請於退費期限內填寫退費申請書、退還收據正本並繳交在台金融單位存摺影

本。(請注意：非郵局或台灣銀行帳戶，將自付手續費 NT$30 元。) 

◎其他事項： 

一、 若因招生不足或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無法如期開班，本處有權停開，所繳費用以電

匯方式無息退還（匯款手續費除外）。※注意：非郵局或台灣銀行帳戶，將自付手續費$30 元。 

二、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本處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 

◎本課程承辦人員： 
國立中山大學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劉芳妏小姐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710 
E-mail：fangwen@mail.nsysu.edu.tw 

mailto:fangwen@mail.nsy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