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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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月 

 

1 送給大學生最珍貴的禮物 

~淺談時間管理 

領導力 

國北師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兼任教授 王淑俐 老師 

人生不抓狂，讓快樂不請自來 

自信力 

教育部 綜合規劃司 

前副司長 傅木龍 老師 

8 
YES I CAN~自信成功學 

自信力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數據，讓小生意變大生意 

~認識電子商務 

產業力 

阿里巴巴 香港暨台灣區總經理 

傅紀清 老師 

15 別「吃」壞了你的人際 

~食物如何影響人際魅力 

溝通力 

雅里得國際機構執行長 

劉美妙 老師 

被刷掉、被 fire 不是你能力不好 

~不可不知的面試&職場禮儀 

專業力 

愛爾航空培訓 

總經理 汪逸仁 老師 

22 一切靠自己 

~態度決勝負 

自信力 

ACMC 國際註冊教練公司 

成長教練 李飛彤 老師 

外國旅客都愛的台灣味 

~運將的私房遊記 

產業力 

台灣旅遊記 

營運長 周春明 老師 

29 
月薪 100K，有業務能力就 OK 

專業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歡迎加入「贏」家俱樂部 

~富爸爸的理財教育 

專業力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四

月 

5 啟動潛能 超越自我~開啟你 

無限的爆發力(上) 實務篇 

自信力 

金可國際集團(寶島眼鏡) 

董事長特助 范姜群澔 老師 

啟動潛能 超越自我~開啟你 

無限的爆發力(下) 演練篇 

自信力 

金可國際集團(寶島眼鏡) 

董事長特助 范姜群澔 老師 

12 老闆教你學領導 

~團隊分工與合作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小心！別被貼上白目的標籤 

~從看懂肢體語言談起 

溝通力 

丞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 林聖修 老師 

26 競爭挑戰，全面啟動 

~掌握未來契機的絕世奇功(上)              

產業力 

謬思企管公司 

首席顧問 彭一昌 老師 

競爭挑戰，全面啟動 

~掌握未來契機的絕世奇功(下) 

產業力 

謬思企管公司 

首席顧問 彭一昌 老師 



五

月 

 

3 我在上海的第一手觀察 

~台灣青年的機會與威脅 

國際力 

大都會人壽中國區 

助理副總裁 郭智瑋 老師 

打開眼界.走出疆界.用心看世界

~帶你一窺國際志工的世界 

國際力 

中華毛克利國際志工協會 

理事長 張志成 老師 

17 上台說話的技巧 

~表達力訓練(演練篇) 

溝通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換個角度看世界~你會有不同

的發現(澳洲打工篇) 

國際力 

旅遊達人 

賴彥如 老師 

24 記憶力 up創造力 up~運用Mind 

Mapping 激發你的學習力(上) 

專業力 

中華心智圖法研究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李珮瑜 老師 

記憶力 up創造力 up~運用Mind 

Mapping 激發你的學習力(下) 

 專業力 

中華心智圖法研究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李珮瑜 老師 

31 YES WE CAN! 

~團隊激勵與帶領(上) 

領導力 

麥德創意行銷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YES WE CAN! 

~團隊激勵與帶領(下) 

領導力 

麥德創意行銷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六

月 

 

7 World Café(I)~大學生必修的 

職場學分(實務篇) 

產業力 

SEMI Taiwan 

資深經理 王竹君 老師 

World Café(II)~大學生必修的 

職場學分(演練篇) 

產業力 

SEMI Taiwan 

資深經理 王竹君 老師 

14 兩岸金融大未來 

~談金融產業大趨勢 

產業力 

兩岸財經作家 

楊偉凱 老師 

遇見來自星星的你 

~拉近兩顆心的距離 

溝通力 

台灣新浪網兩性專欄作家 

蕭合儀 老師 

28 工作必修學分 

~會議技巧(演練篇)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神鬼傳奇？ 

~古老神秘的埃及文化 

國際力 

資深導遊 

吳駿聲 老師 

七

月 

 

12 一上台，腦袋就空白？ 

~教你台上侃侃而談(上)實務篇 

溝通力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一上台，腦袋就空白？ 

~教你台上侃侃而談(下)演練篇 

溝通力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19 性格與用語(上)~從九型人格 

分析自我的語言性格 

自信力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性格與用語(下)~從九型人格 

分析自我的語言性格 

自信力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26 
別被挫折打敗~自信心建立 

自信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打動人心的關鍵能力~ 

講道理前，先說個好故事吧！ 

溝通力 

故事達人 

陳玟伶 老師 

八

月 

 

2 就是比你受歡迎 

~溝通表達與形象塑造 

溝通力 

文化大學廣告系 

副教授 鈕則勳 老師 

自信改變命運 

~學習做真正的自己 

自信力 

自由講師 

心靈小巨人 何美意 老師 

9 青春不留白(上)~ 

個人風格與形象管理 

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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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力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 

專業講師 鄭惠娟 老師 

16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時間管理學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原來你也「聲」懷絕技 

~掌握聲音，溝通更容易 

溝通力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23 
這樣溝通人人都挺你(上) 

溝通力 

聯賀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耀忠 老師 

這樣溝通人人都挺你(下) 

溝通力 

聯賀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耀忠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