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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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設定優勢目標， 

從 A 到 A+行動學(上)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設定優勢目標， 

從 A 到 A+行動學(下)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14 

未來不用擔心- 

先從行銷業務工作開始！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學習如何學習- 

拆解有效學習的秘密    

(演練)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發展部門 前主任管理師 

林彥伶 老師 

21 

就是比你受歡迎- 

溝通表達與形象塑造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  

教授 鈕則勳 老師 

科技新趨勢- 

AIoT 生活的現在與未來 

昱創企管顧問公司  

總經理 裴有恆 老師 

28 

DISC 人格特質 vs.人際互動(上) 

(演練)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DISC 人格特質 vs.人際互動(下) 

(演練)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4 月 

 

11 
比考試還重要的「解題」力- 

問題解決能力(上) 

(演練) 

華康國際管理顧問公司  

執行長 許崧庭 老師 

比考試還重要的「解題」力- 

問題解決能力(下) 

 (演練) 

華康國際管理顧問公司  

執行長 許崧庭 老師 

25 

事半功倍的簡報架構思維 
懶人圖解簡報術  

作者 林長揚 老師 
Youtuber 沒你想的那麼簡單 

風禾創藝有限公司行銷企劃部 

行銷總監 顏毓賢 老師 



5 月 2 

你的潛力有多少- 

從成長心態談起 

輝瑞大藥廠  

訓練副處長 狄家葳 老師 

學長姐領路- 

談學習與生涯抉擇 
菁英座談 

16 

翻轉世界的未來產業 5.0 
兆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長 許博傑 老師 

創業教會我的事- 

創業甘苦談 

法蘭司麵包  

創辦人 高垂琮 老師 

23 

新聞不會說的事- 

你不知道的「伊朗」 

知名暢銷作家/高雄觀光代言人   

張 J 老師 
如何創作自己的原創 IP 故事 

光穹遊戲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長曁共同創辦人 

陳崑元 老師 

30 
開發你的學習力- 

談 Mind Mapping 心智圖法(上) 

 (演練) 

振邦顧問有限公司  

心智圖法培訓師 趙胤丞 老師 

開發你的學習力- 

談 Mind Mapping 心智圖法(下)  

(演練) 

振邦顧問有限公司  

心智圖法培訓師 趙胤丞 老師 

6 月 

 

6 
就是要炒樂氣氛(上)- 

活動企劃篇 

(演練) 

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講師 吳佳臻 老師 

就是要炒樂氣氛(下)- 

活動帶領篇 

(演練) 

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講師 吳佳臻 老師 

27 

跟菁英學習- 

超越自我的服務態度 

瓦城集團客服部  

資深經理 許瀚云 老師 

提升外語力，開創職涯力 

(演練) 

小狸日語教室  

創辦人 王心怡 老師 



7 月 

 

11 
原來他是這樣的人！- 

DISC 行為模式篇                 

(演練) 

KOI 集團  

人資長 范姜群澔 老師 

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DISC 口語溝通篇 

(演練) 

KOI 集團  

人資長 范姜群澔 老師 

19 

(一) 你也可以優秀- 

大學生能力鍛鍊術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念了大學，就一定要不一樣 

(演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講師 林明德 老師 

25 
「說」出自信- 

教你台上侃侃而談(上)                    

(演練)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說」出自信- 

教你台上侃侃而談(下)                    

(演練)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8 月 

 

1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 
唯賀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吳家德 老師 

別讓世界定義你- 

企劃屬於你的勝利人生 

作家/職涯教練/人資經理 

何則文 老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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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高本事，現在就開始！ 

蔡志雄律師事務所  

律師 蔡志雄 老師 

15 

不再失控的人生- 

做情緒的主人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人生不設限.精彩無極限 

金剛芭比 

林欣蓓 老師 

22 
預約你的職場競爭力(上)- 

形象篇               

 (演練) 

新譽管理有限公司  

形象美學講師 簡嘉萱 老師 

預約你的職場競爭力(下)- 

禮儀篇 

(演練) 

新譽管理有限公司  

形象美學講師 簡嘉萱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