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刻劃足跡
當自己生命的主人，
成就一番事業！

賽車業管理

簡報和溝通技巧

生涯規劃

行銷

管理的藝術 – 致勝的概念和策略

商用英語



線上學習就像實際在教室裡上
課一樣好嗎？

如果我賺的錢已經夠多，我又為
什麼要進修呢？

我到了這把年紀才去上課，會
不會太晚了？

每個人都有學習的熱誠和個人成長的傾
向，但這些素質在傳銷業者身上特別明
顯。 投資未來，不僅是達成財務目的。

投資未來指的更是投資在自己身上，意味
增進個人知識、持續學習。 瑞士數位學
習機構的架構就是建立在「永續教育」的
概念上。

成功人士一生總是在學習。 他們是生
命、導師、同儕和經驗的學生。 他們如
同海綿，隨時吸收學習所得。 每次的
經歷都能讓他們精進自我。 他們追隨
RYTHM的概念，不斷自我提升，為自己
和身邊的人謀求福利。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課程，是特別為渴望
達成理想和不斷實現夢想的人而設計。 

但是，如果課程沒有為我帶來
任何文憑，又有何價值呢？



我們設立的中學後教育課程，將進一步
提升學生的自我充實和事業成就。 任何
人都能因永續教育課程而獲益，但其非
正式和彈性本質都對類似傳銷業的持續
變革事業特別有利。 我們先培育自我，
生活其他環節將隨之改善。 健康的思想
帶來健康的身體，進而帶動健康富有的
生活。

但是您什麼時候才能有空重新學習基礎
概念，並建立核心技能呢？ 忙碌而堅毅
的傳銷業者怎能突然放棄一切，重返校
園呢？ 再說，傳銷業的動能全憑接受教
育和實踐所學的能力，不需要大學學位
或一紙文憑的幫助。 但是，如果我們不

學習，生命又有什麼意義？ 

有鑒於此，QNET特別結合各項技能，其
中包括︰成功傳銷業者須知、學術專家的
知識和瑞士領先的SMC University的教授
講習。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也認為，一如
傳統大學或教室等嚴格規劃、結構緊密的
環境，無法配合傳銷業者的快速步伐、動
態和更新的生活和日程。 有別於一般交
易，電子學習特別為您的專業發展而量身
打造彈性和非正式的教育環境。 瑞士數
位學習機構提供妥善規劃的入門到進階課
程，最適合跟得上潮流的現代傳銷業者
就讀。



立即自我增進，且看因此而帶來的事業成
果。 投資人力資本，其中包括自己和自
己的團隊。 投資未來，同時協助增進週
遭人的能力。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基礎為何？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是先進的網路平台，

是由瑞士領先全球的商業學校提供技術支援。

成為傳銷業者的成功之道 數位學習學生的成功之道

• 動態且活躍的生活形態 • 積極且具生產力的生活形態
• 有彈性，能適應變化 • 渴望擴大知識範圍
• 渴望創造與眾不同的人生 • 卓越的適應力和靈活度
• 希望提升自我和改變人生 • 尋找自我增進的方法

在世界刻劃足跡



享受學習

課程妥善規劃，內容有趣，

以自我培養為宗旨

彈性的上課時間表

不必擔心上下課的交通安排

經傳銷業專家和學院量身打造的

課程

安坐家中就能舒適學習的環境

完成課程後頒發成果證書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課程是由世界知名
學院、科學家和來自瑞士領先的SMC 
University線上大學之各領域專家制訂而定。 
SMC University是QNET的教育合作夥伴，
確保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學術基礎可靠，各
式課程因此提供可立即套用至日常生活和事
業各層面的第一手技能和工具。 瑞士數位

關於瑞士數位學習機構

全球數一數二的線上學習機構

學習機構是網路學習平台，課程特別為忙
碌且生活活躍人士而設計。 註冊並完成課
程後，您將提升各領域的技能，進而增進
整體事業能力。 通過課程的所有要求後，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管理人將頒發結業證書
給您，為您的未來裝備專業知識和個人策
略性優勢。

課程如何提供？
所有課程都提供學習者直覺式的線上學習環境。您將按
照自己的學習步伐，掌握課程內容。此外，進度指示器

將說明您目前的進度，輕鬆評估自我。

擔心翻譯問題？ 我們將您的疑慮一掃而空。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將以下列語言提供課程︰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土耳其文。

*語言的提供視地區而有所不同。



探索學習

賽車界管理
想要投身少數的精英行列，推動和撼動賽
車活動嗎？還是希望徹底了解這個令人腎
上腺素激升且為世人愛戴的行業？無論您
的目的為何，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賽車
業管理」課程都能助您早日實現夢想。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這門新課程結合策略
性運動產業人士和課程綱要，深入探討這
個全球最技術性的體育領域。

需要花多少時間上完一個課程？
所有的課程都建立在模組化設計上，
可彈性安排自己完成個別章節或主題的
步伐。每週若上課八小時，平均約可在

八週內上完一門課程。

體育行銷

驅動力

領導力

物流

贊助活動

賽車團隊

團隊經理

團隊合作



主題包括︰

• 賽車小組結構
• 有效領導力和管理
• 贊助活動
• 體育行銷
• 物流
• 擁抱變革

賽車就像經營任何其他事業一樣，高度仰
賴人員和品牌管理、技術執行、行銷、團
隊精神和統籌能力。 本課程將以賽車個
案，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討論，務求學員能
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課程內容

賽車界管理

您知道嗎？
• 維修站組員只要約5秒就能重新啟動賽車和加油！
• 煞車制動系統可承受1,000°C以上的溫度！
• 參加格蘭披治大賽車時，車手的心跳高達每分鐘190下！ 
• 車手每次轉彎時的側向摩擦係數都高達5 g-force，而太空人每次火箭發射時

所承受的重力，都只有3 g-force而已！



            

簡報和溝通技巧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簡報和溝通技巧課
程」為積極進取的領袖和企業家介紹邁向
成功最重要的條件︰高效的溝通技巧。 
對傳銷業者而言，掌握人際關係溝通是商
業互動最有利的先決條件。

在日程工作中，我們都必需面對挑戰，舉
止也可能影響他人的思想和行動，建立人
際關係時，我們都需要運用特別的技巧
和想法。

 我們的課程涉及各界公認高效的溝通和
說服力概念與策略，將協助您自我精進，
進而成為經營事業的必備工具。



            

簡報和溝通技巧

主題包括︰

• 溝通的本質
• 溝通的主要元素
• 對內與對外溝通
• 口頭和書面溝通的秘訣
• 說服力簡介
• 成功的團隊溝通

課程內容

本課程由業界一流的專家和講師授課，
課程每個單元都以創新且實際的方法，
按不同的獨特需求傳遞主要概念。完成
本課程後，您將做好商業和社交互動的
準備，與他人展開日常的交流。

課程如何評分？
完成課程結束後的考試，就能評量您的學習表現。
我們將按您答對的問題數，以總分中您的得分來判斷

您的學習程度。



生涯規劃

課程將考量下列主要元素︰

•	 您的事業價值和驅動創業的元素
•	 您的個性架構
•	 您的生命旅程
•	 您的優點和缺點
•	 個人評估和分析

主題包括︰

• 對個人和事業提出建議
• 個人價值、技能和主要目標
• 規劃、激勵動力、謹守時間表及目標的

達成
• 決策指南

生涯規劃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生涯規劃課程」著
重在為事業生涯走到關鍵時刻的您提供協
助。 個人的十字路口、期望全新挑戰、
不斷興起的企業家精神或進修都有一個
共同點︰必需細心規劃和考慮。 瑞士數
位學習機構擁有領導級的高階主管教練
和個人訓練員，將導師概念模組化，持
續協助您達成目標。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事業設計」課程協
助學員瞭解並掌握個性的改變並克服恐
懼感、界定尚未發掘的潛能並培養竭誠
發展事業的承諾。

課程證書有學位或文憑嗎？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課程都不是文憑課程。 完成課程後，學校將頒發結

業證書給您，證明您已成功達成課程的所有學術要求。
註冊並完成課程後，您將提升各領域的技能，進而增進整體事業能力，履

歷呈現更耀眼的表現。

行銷



主題包括︰

• 顧客區隔簡介
• 消費者行為基本介紹
• 掌握4P︰產品(Product)、價格(Price)、 

地點(Place)、促銷(Promotion)
• 線上行銷
• 虛擬/社群行銷

行銷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行銷學課程」專
為已準備好向外接觸新群眾和市場的企
業家而設計。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採用寶
貴且實用的企業經營者的見解，擬訂非
常實際且精準的課程，內容涵蓋商務交
易中最重要的環節︰界定、建立和管理
顧客關係、建立和管理強效品牌並有效
運用Web 2.0行銷法，這些經營者都已成
功面對並解決最重要的行銷挑戰，因此
十分值得效法。

我們的課程涵蓋全方位的核心概念和最
新的主流趨勢，反映影響此不斷改變的
產業力道，您將得以裝備致勝工具，取
得最佳表現。

課程內容



管理的藝術
致勝的概念和策略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管理課程」特別為
尋求重大管理見解和知識者而設計。 課
程內容是由業界知名的學術和專業管理
專家擬訂，極度強調建立和加強您的個
人潛能。



管理的藝術

管理的藝術
致勝的概念和策略

每個單元所涵蓋的主題都與企業家每天
面對的挑戰相關，確保您能立即套用致
勝的概念和策略。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
的管理課程著重建立支援管理需求的經
驗和技能，讓您充份套用在個人的網路
中。

主題包括︰

• 風險管理
• 人事管理
• 策略管理概念
• 財務管理
• 營運管理

課程內容



商用英語

對商場專業人士，特別是傳銷業者
來說，表達自己和說明理念重點的能
力，是事業致勝的要素。今天，全球
超過十億人說英語，也就是全世界有

1/7的人口都以一種共通語言溝通。十
億人代表十億個商機。這就是掌握語
言技能特別重要的原因，而英語這項
國際公認的商用語言，更可說是商場

商用英語

最重要的利器。錯誤百出的文法、慣用語
和拼字錯誤，總能讓人一眼看出，更可能
因此產生彼此的誤會、自我感覺受挫，甚
至是錯失商機。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因此特別為您推出革命
性的商用英語課程。商用英語課程分為三
個專業規劃學習階段，內容不僅是普通語

何處可找到更多有關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資訊？
欲知更多有關學習機構的資訊，請造訪網站︰

www.swisselearninginstitute.com.



言學習那麼簡單。先把童年強行死背單
字和文法規定的痛苦記憶擦掉，因為課
程將建立真正的語言基礎，引導您掌握
英語的溝通技巧，過程更強調商場常用
語。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帶領您不斷進
修、提升自我，擴大人脈範圍。

商用英語

課程內容

主題包括︰

• 重拾您的商用英語技巧
• 加強文法技巧
• 擴充英語字彙
• 提升寫作技巧
• 增進商業互動



現在就到您的電子商店選購其中一個課
程！ 只要遵循下列三個簡單步驟，就能
開始邁向成功！

三個簡單步驟！

立即
提升
個人能力！
www.swisselearninginstitute.com

 註冊
造訪您的電子商店並選擇購買課程。 
購買課程就代表註冊。 您隨即將收到
瑞士數位學習機構的歡迎信函，說明
課程的登入詳情。



 啟動
點選虛擬辦公室左下方的啟動連結， 
啟動您的課程。

 ACCESS 

立即登入網站，存取課程︰
www.swisselearninginstitute.com

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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