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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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不要再嘴了！-聽與說的藝術 

(演練) 

皇茂傳媒有限公司 

業務副總經理 陳志欣 老師 

第一次出國就上手- 

出國必備 5 件事 

風雲全球教育  

國際教育講師暨顧問  

鄭詠喬 老師 

17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 
迷克夏國際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吳家德 老師 

Good Luck 當幸運來敲門- 

做好準備，迎接機會  

(座談)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24 

西進就業&創業-開創職涯新藍圖 
劉平空姐學園(上海)  

執行長 劉 平 老師 
職場的起點，由態度與夢想開始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經理 金志明 老師 

31 
設定優勢目標，贏在行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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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行動力(下) 

(演練)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四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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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魅力加分的夯禮儀(上) 

(演練) 

捷易通科技 JetCom Tech. (股)

公司  

執行董事 周純如 老師 

魅力加分的夯禮儀(下) 

(演練) 

捷易通科技 JetCom Tech. (股)

公司  

執行董事 周純如 老師 

28 

總經理教你打造自己未來的前途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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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5 原力覺醒- 

開啟你無限的爆發力(上)                   

(演練) 

KOI 集團  

人資長 范姜群澔 老師 

原力覺醒- 

開啟你無限的爆發力(下)                    

(演練) 

KOI 集團  

人資長 范姜群澔 老師 

19 
英雄也要懂的團隊力- 

從我到我們 

啟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志成 老師 

路選好，就衝了！- 

找到你這輩子最喜歡的工作 

Club Med  

總經理 趙偉喬 老師 

26 

青春不留白(上)- 

個人風格與形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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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2 好點子要實現就靠它(上) - 

企劃書撰寫(概論篇) 

(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前副秘書長 母崇仁 老師 

好點子要實現就靠它(下) - 

企劃書撰寫(實務篇) 

(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前副秘書長 母崇仁 老師 

23 
故宮周邊商品為何熱賣？- 

文創行銷大未來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參事 金士先 老師 
從世界的需要，找到你的呼召 

自媒體《世界微光》 

創辦人 戴芯榆 老師 

七月 

 

7 

自信，你哪兒去了？- 

教你如何尋得自信 

知名兩性作家 

蕭合儀 老師 

認識餐飲服務業- 

連鎖餐飲店人力需求 

弘爺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資部經理 于子棋 老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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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槓未來- 

新世代生涯規劃趨勢 

福樂心理治療所  

諮商心理師 李文倫 老師 

22 

(一) 
人出去.名進來.平凡 say 掰掰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這樣溝通人人都挺你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28 
人聲，無限可能- 

掌握聲音，溝通更 Easy(上)  

實務篇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人聲，無限可能- 

掌握聲音，溝通更 Easy(下)  

演練篇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八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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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情人一開始都是溫柔的！ 

臨床心理師 

林俊成 老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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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 歲的人生不能 30 才開始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人人愛聽好故事- 

說故事的力量 

故事達人 

陳玟伶 老師 

25 

九型人格分析- 

你的自信與抗壓指數(上)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九型人格分析- 

你的自信與抗壓指數(下)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