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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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解碼卓越元素- 

找到你內在的天賦和優勢(上)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解碼卓越元素- 

找到你內在的天賦和優勢(下)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15 

上台不會死-演講技巧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別浪漫了，這就是職場！ 

(職涯座談)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22 

一輩子不容錯過的壯遊之旅- 

感動人心的國際志工 

啟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志成 老師 

50 嵐經驗- 

跨國人力管理與需求 

KOI 集團東南亞區 

營運長 黃庭億 老師 

四月 

 

5 
善用 PDCA+F，讓卓越變成習慣

(上)                     

(演練) 

鷹眼策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力銘 老師 

善用 PDCA+F，讓卓越變成習慣

(下)                     

(演練) 

鷹眼策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力銘 老師 

19 
讓進度不再落後- 

專案管理輕鬆上手(上)                 

(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前副秘書長 母崇仁 老師 

讓進度不再落後- 

專案管理輕鬆上手(下)                   

(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前副秘書長 母崇仁 老師 

26 

學理財.創未來- 

18 歲就該擁有的理財力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遊走 30 國的工程師作家， 

帶你走一趟認識自我的生命之旅 

知名暢銷作家/ 

高雄觀光代言人 

張 J 老師 



五月 

台北

因場

地等

因素

取消

課程 

3 

戀愛 ing，傳情不 NG- 

「愛情」社會學 

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系 

教授 孫中興 老師 

學這些有啥用？- 

別讓科系限制了你的超能力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uman Capital L&D Manager

沈怡璇 老師 

17 

學校沒有教的事- 

職場贏家生活法則 

王品集團  

前執行長 楊秀慧 老師 
AI 原理 vs.運用與生活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葉達勳 老師 

31 
World Café(I)- 

台灣青年的未來與挑戰                  

(演練) 

禾漮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竹君 老師 

World Café(II)- 

國際議題討論(演練篇)                   

(演練) 

禾漮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竹君 老師 

六月 

 

7 

異動 
廣告是怎麼一回事兒 

就是這樣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 黃文博 老師 
  

14 

加開 
18-25歲最重要的 10件事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21 

取消 搞懂華人的人際關係經營(上) 

(演練) 

渥夫根商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輝偉昇 老師 

搞懂華人的人際關係經營(下) 

(演練) 

渥夫根商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輝偉昇 老師 

七月 

 

5 

降低你的財務風險- 

基本理財工具你要懂 

兆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長 許博傑 老師 

Upgrade! 

教你晉升職場搶手貨 

展譽職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職涯講師 朱如意 老師 



12 
拿哈佛學歷也要懂的事- 

不可不知的面試小撇步(上) 

(演練) 

富益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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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益航空 

總經理 汪逸仁 老師 

20 

(一) 誰領風騷- 

認識個人行銷與公關技巧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  

教授 鈕則勳 老師 
換條路，發現英語自學新大陸 

英語自學王  

作者 鄭錫懋 老師 

26 
跟誰都聊得來- 

從句點王到哈拉王(上)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跟誰都聊得來- 

從句點王到哈拉王(下)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八月 

 

2 

自我介紹與行銷密技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廢寢忘食- 

這不是努力，而是白努力 

臨床心理師 

林俊成 老師 

9 

做自己人生的最佳 CEO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人生要經踩，生命才精彩！ 

中華益師益友協會  

理事長 趙祺翔 老師 

16 

百萬自信學，翻轉你的未來 
KOI 集團  

人資長 范姜群澔 老師 
你就是品牌！ 

非我品牌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整合總監 蕭仁瑋 老師 

23 

這樣溝通，人人都挺你(上)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這樣溝通，人人都挺你(下)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