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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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溝通 Fun 輕鬆- 

說話也能套公式 

文化大學廣告系  

教授 鈕則勳 老師 

比唸書更重要的事- 

找到生命的北極星 

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執行兼策略長 朱永祥 老師 

13 
九型人格分析- 

個人自信與抗壓指數(上)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九型人格分析- 

個人自信與抗壓指數(下)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20 我型我塑- 

打造個人形象魅力 

                      (演練) 

  劉平空姐學園  

執行長 劉平 老師 

五力全開- 

職場成功方程式 

                   (演練)  

台灣惠普 HP 

前資深副總 陳國欽 老師 

27 
企業人才必備能力- 

目標管理 

共好集團(台灣-重慶)  

董事長 吳正興 老師 

“炸”出一片天- 

教科書沒告訴我的事 

               (座談) 

 博士雞排 

宋耿郎 負責人 

四月 

 

3 YES WE CAN! - 

團隊激勵與帶領(上)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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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練) 

麥德創意行銷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10 你的身體正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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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體正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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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除了拼命做，還得會對話- 

新世代領導力之溝通技巧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比好萊塢電影吸睛的行銷術- 

說故事行銷 

中華亞太網路行銷交流會 

秘書長 鍾婷 老師 

五月 

 

1 啟動你的內在潛能- 

運用 NLP 實現精采人生(上) 

 (演練) 

標竿學院  

資深顧問 蔣筱德 老師 

啟動你的內在潛能- 

運用 NLP 實現精采人生(下) 

    (演練) 

標竿學院  

資深顧問 蔣筱德 老師 



15 

飛越海岸線，世界大不同- 

大學必修國際學分 

SEMI Taiwan  

資深經理 王竹君 老師 

走在夢想的道路上- 

創業的挑戰與產業再造 

 (座談) 

綺香園有機農場 

陳帥之 負責人 

黃家雞腿 

丁祖尉 負責人 

22 

百萬自信學，翻轉你的未來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用不完的快樂維他命- 

PQ 正向思考 

 (演練) 

掌握國際管理顧問  

創辦人暨訓練總監 

洪震宇 老師 

六月 

 

5 「我們公司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活動企劃與行銷實務(上) 

  (演練)               

金可國際集團 (寶島眼鏡)   

前人資部協理  

范姜群澔 老師 

「我們公司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活動企劃與行銷實務(下) 

 (演練) 

金可國際集團 (寶島眼鏡)  

前人資部協理  

范姜群澔 老師 

12 
出國前一定要知道的事- 

輕鬆打包沒煩惱 

劉平空姐學園 講師 

江俞葳 老師 

小蝦米也能變大鯨魚- 

職場出色 MVP 

 (演練) 

卡樂思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 莊舒涵 老師 

26 情緒 ok，人生起飛- 

璀璨人生的推進器     

 (演練) 

心願心漣漪中心/ 

願心意象有限公司  

執行長 楊鎧宇 老師 

他會不會也正在聊著我- 

戀愛守則 100% (互動篇)    

 (演練) 

台灣新浪網兩性專欄作家 

蕭合儀 老師 

七月 

 

10 散發明星般的光芒- 

形象行銷，魅力表達(上) 

                    (演練) 

才華教育訓練機構  

總經理 韓瑞信 老師  

散發明星般的光芒- 

形象行銷，魅力表達(下) 

(演練) 

才華教育訓練機構  

總經理 韓瑞信 老師  

17 
新挑戰，你需要「心」激勵(上)-

探索你的獨一無二 

快樂希望愛的分享家 

徐培剛 老師 

新挑戰，你需要「心」激勵(下)-

發現 100 種看世界的方式 

快樂希望愛的分享家 

徐培剛 老師 

24 送給大學生最珍貴的禮物- 

第四代時間管理學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說故事了沒- 

打動人心的關鍵能力 

                (演練)   

故事達人  

陳玟伶 老師 



31 
太犯規了！- 

誰教你人生要走直線 

就是廣告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文博 老師 

YES I CAN- 

提升自我優勢的八種配備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八月 

 

7 
想成功，先過自己這一關- 

丟臉，是成功的起點 

台灣旅遊記  

營運長 周春明 老師 

          Easy Talk- 

自信上台，恐懼 bye-bye 

(演練)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14 
生涯行銷學-自我介紹技巧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你就是品牌！ 

(演練) 

金可國際集團 (寶島眼鏡)  

前人資部協理  

范姜群澔 老師 

21 
讓人不自覺想一直聽下去- 

在言談中散發自信魅力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饒夢霞 老師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輕鬆化解人際衝突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饒夢霞 老師 

28 超級執行力- 

挑戰自我，激發潛能(上)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超級執行力- 

挑戰自我，激發潛能(下)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