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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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故事的人 
亮語文創教育有限公司 

創辦人 彭瑜亮 老師 

新南向政策產業- 

你不得不知的東南亞就業趨勢 

劉平空姐學園 

教研部經理 江俞葳 老師 

11 

這樣做，變身職場 A 咖 
唐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張力仁 老師 

說服，也能讓人很舒服- 

雙贏說服技巧訓練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劉文英 老師 

18 
未來即戰力-面試實務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啟動影響力的溝通關鍵 

(演練)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資源處/前學習發展部處長 

張惠雯老師 

25 
一輩子不容錯過的壯遊之旅- 

感動人心的國際志工 

中華毛克利青少年協會 

理事長 張志成 老師 

成功絕非偶然- 

跨國創建.品牌經營 

(Miss Tu 米思杜)永豐興實業

有限公司 

負責人 杜美賢 老師 

四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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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不可輕忽的職場競爭力(上)- 

形象篇 

(演練)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形象美學講師 簡嘉萱 老師 

不可輕忽的職場競爭力(下)- 

禮儀篇 

(演練)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形象美學講師 簡嘉萱 老師 

29 

大國崛起，機會在哪裡？- 

兩岸就業攻略 

劉平空姐學園 

(上海)執行長 劉平 老師 
AI 世代，脫離低薪的契機 

博智深學科技/博智集團  

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 

林國銘 老師 



五月 

 

6 

預約你的幸福人生- 

正面思考的力量 

TOTES & TEES 

創辦人 Ann Liao 老師 
物聯網搞什麼？-職涯規劃新選項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前資深業務應用經理 

蘇書平 老師 

20 

AI 時代不被取代- 

跨領域思考與創新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陳永隆 老師 

嘴甜不用邱比特- 

談兩性關係經營 

知名兩性作家 

蕭合儀 老師 

27 

情緒 ok，人生起飛- 

璀璨人生的推進器 

我們心理諮商所 

心理師/所長 楊鎧宇 老師 

詩人、警察、球評， 

為自己創造多元的世界 

知名球評/警察 

石明謹 老師 

六月 

 

3 
萬丈高樓平地起- 

談打造精彩的職涯(上) 

(演練)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萬丈高樓平地起- 

談打造精彩的職涯(下) 

(演練)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10 
90 後勝出的必備能力- 

獨立思考(上) 

(演練) 

鷹眼策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力銘 老師 

90 後勝出的必備能力- 

獨立思考(下) 

(演練) 

鷹眼策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力銘 老師 

17 
CONNECT 連結你 x 我- 

桌遊世界的生命旅程(上) 

(演練) 

中華民國圖板遊戲推廣協會 

講師 陳俗均 老師 

CONNECT 連結你 x 我- 

桌遊世界的生命旅程(下) 

(演練) 

中華民國圖板遊戲推廣協會 

講師 陳俗均 老師 

七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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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5 歲成為百萬年薪菁英 

(演練)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From 台灣 To 世界- 

到哪都吃香的人才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特助 劉晏谷 老師 

23 

(一) ME 世代自我經營術 

 (演練) 

麥德創意行銷 

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聲入人心-掌握溝通優勢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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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5 

個人公關搞什麼-打造人氣新天王 
文化大學廣告系 

教授 鈕則勳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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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學會自我介紹， 

大學生活不一樣！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一切靠自己-態度決勝負！ 

就是這樣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 黃文博 老師 

19 

我的希望人生，不設限！ 
金剛芭比 

林欣蓓 老師 

從世界看台灣- 

台灣青年的機會與威脅 

兩岸財經作家 

楊偉凱 老師 

26 
散發明星般的光芒- 

形象行銷，魅力表達(上) 

(演練) 

愛森管理學院 

資深顧問 范姜群澔 老師 

散發明星般的光芒- 

形象行銷，魅力表達(下) 

(演練) 

愛森管理學院 

資深顧問 范姜群澔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