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 9 月-107 年 2 月 台北課程表 (上課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1 號) 

月 

份 
日期 

上     午 下     午 

講     題 授課講師 講     題 授課講師 

九月 

 

3 
我的微革命- 

看見自己的力量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愛盲學院學務長 張 捷 老師 
學校課表沒有的人生必修課程 

教育部 綜合規劃司 

前副司長 傅木龍 老師 

17 

贏得好人緣-輕鬆化解人際衝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 兼任教授 

王淑俐 老師 

Easy Talk-自信上台，恐懼 bye-bye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24 

跟誰都聊得來-從句點王到哈拉王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熱情工作、熱血逐夢、 

人生紅不讓！ 

知名體育主播 

徐展元 老師 

十月 

 

1 

18~25 歲最重要的十件事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做章魚型人才- 

大學生跨領域的學習與挑戰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 

教授 王道維 老師 

8 
青春不留白(上)- 

穿搭風格與形象管理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 

專業講師 鄭惠娟 老師 

青春不留白(下)- 

創造你的個人風采 

(演練)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 

專業講師 鄭惠娟 老師 

15 

訂做一個不可取代的自己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在校，就要「墊高」自己的本事 

蔡志雄律師事務所 

律師 蔡志雄 老師 

22 

百萬自信學，翻轉你的未來 
愛森管理學院 

資深顧問 范姜群澔 老師 
台灣年輕人如何賺到第一桶金 

知名財經專家 

黃世聰 老師 

29 秘密藏不住- 

從看懂肢體語言談起(上)            

(演練) 

丞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 林聖修 老師 

秘密藏不住- 

從看懂肢體語言談起(下)             

(演練) 

丞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 林聖修 老師 



十一

月 

 

5 成功決勝點- 

意志力&耐力的鍛鍊(上) 

(演練)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成功決勝點- 

意志力&耐力的鍛鍊(下) 

(演練)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19 

找到人生的座標-從逆轉開始 
台灣旅遊記 

營運長 周春明 老師 

Good Luck 當幸運來敲門- 

做好準備，迎接機會 

 (座談) 

GOMAJI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 

郭靜慈 首席顧問 

26 
闖世代！勇敢闖出你的未來- 

做個挑戰自我的高手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饒夢霞 老師 

當金星男遇上火星女- 

雙贏的二性溝通 EQ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饒夢霞 老師 

十二

月 

 

3 
化繁為簡.優化人生的 APP 

(演練) 

捷易通科技 JetCom Tech. (股)

公司  

執行董事 周純如 老師 

跟著「網紅」賺錢去？！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數位整合行銷總監 

鍾 婷 老師 

10 

翻轉世界的未來產業 
大慶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許博傑 協理 
什麼都能賣-認識創意行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參事 金士先 老師 

17 
打開男女交往的 X 檔案- 

原來他/她沒有那麼難懂！ 

起初文創有限公司 

表演訓練總監 歐耶 老師 
編一齣獨一無二的人生 

知名導演 

楊順清 老師 

24 
這樣秀，才會贏- 

PPT 製作&簡報技巧(上)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這樣秀，才會贏- 

PPT 製作&簡報技巧(下) 

(演練)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31 
揮別過去，找回自信- 

情緒管理學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不開課)  



一月 

 

14 
World Café(I)- 

台灣青年的未來與挑戰                       

(演練) 

分享家志業  

執行長 徐培剛 老師 

World Café(II)- 

台灣青年的未來與挑戰  

(國際議題討論) 

(演練) 

分享家志業  

執行長 徐培剛 老師 

21 比考試解題還重要的能力- 

目標設定與管理(上) 

(演練) 

系統新創管理顧問公司 

執行長 羅國俊 老師 

比考試解題還重要的能力- 

目標設定與管理(下) 

(演練) 

系統新創管理顧問公司 

執行長 羅國俊 老師 

28 

每天多出 4 小時-A+時間管理術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競逐全世界-談國際人才競爭力 

莫克管理諮詢公司(上海) 

董事總經理 蔡壬蒲 老師 

二月 

 

4 拿哈佛學歷也要懂的事- 

不可不知的面試小撇步(上) 

(演練) 

愛爾航空培訓 

總經理 汪逸仁 老師 

拿哈佛學歷也要懂的事- 

不可不知的面試小撇步(下) 

(演練) 

愛爾航空培訓 

總經理 汪逸仁 老師 

11 
我在中國的第一手觀察- 

台灣青年的機會與威脅 

保險精英匯(重慶) 

首席教練 郭智瑋 老師 
掏寶去-90 後的網創商機 

海基兩岸青年創業基地 

共同創辦人 柳智騰 老師 

25 我是誰？- 

從人格 PDP 特質找未來(上) 

(演練) 

共好集團(台灣-重慶) 

董事長 吳正興 老師 

我是誰？- 

從人格 PDP 特質找未來(下) 

(演練) 

共好集團(台灣-重慶) 

董事長 吳正興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