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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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業 

力 

2 創業管理學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我的乳酪到底在哪裡？ 

~人才需求趨勢和未來潛力產業分析 

1111 人力銀行 

公關總監 李大華 老師 

9 
有禮貌的小孩最會賺錢 

~打造「六心級」職場競爭力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真的是打雜工或社交狂嗎？ 

~認識公關產業 

奧美公共關係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鄭淑芬 老師 

23 
飛去國外玩比較划算？ 

~旅遊產業面面觀 vs.人力需求 

創意旅行社 

董事長 李奇嶽 老師 

講好電話就是活動印鈔機 

~認識「線上」行銷 

遠雄人壽電話行銷中心 

協理 何京玲 老師 

30 
高薪×光鮮×到處玩？ 

~空服業現況與職涯展望 

空勤學園 執行長 

劉 平 老師 

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 

~鎂光燈下的明星夢 

生命力廣告經紀公司 

演員招聘管理 王定怡 老師 

四月 

領 

導 

力 

6 
社團寶典(上) 

~團隊經營與管理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理事長 張志成 老師 

社團寶典(下) 

~團隊活動帶領技巧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理事長 張志成 老師 

20 
「王品學」 

~餐飲龍頭企業成功之道 

王品集團夏慕尼 

總經理 邱瀕儀 老師 

專業經理人的必修學分 

~創造雙贏的目標設定與管理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前人資處長 胡祖惠 老師 

27 
除了拼命做，還得會對話 

~新世代領導力溝通技巧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策略總監 林家泰 老師 

賽德克‧巴萊教我的事 

~未來領袖的人生風景 

福山教會 

牧師(知名演員) 林慶台 老師 

※上課時間 14：30-16：30 

五月 

專 

業 

力 

4 面試秘笈~自我介紹技巧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要「秀」才會贏！ 

~教你 PPT 製作與上台簡報技巧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老師 

18 
好企劃這樣寫就對了！(上) 

理論篇 

中天生技(棉花田) 

行銷企劃經理 吳欣芝 老師 

好企劃這樣寫就對了！(下) 

實務篇 

中天生技(棉花田) 

行銷企劃經理 吳欣芝 老師 

25 
我讓燈泡孵出小雞來了！ 

~創意發想好文案(實務篇) 

就是廣告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文博 老師 

我讓燈泡孵出小雞來了！ 

~廣告文案提案訓練(演練篇) 

就是廣告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文博 老師 



六月 

國 

際 

力 

1 
出國度假？不，是增廣見聞 

~認識 NGO 國際志工 

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執行兼策略長 朱永祥 老師 

該去哪個國家唸？ 

選「名校」就對了嗎？~ 

出國留學面面觀 

字神帝國 

康老師 

8 
交給你一本「世界通行證」 

~學習國際禮儀(上) 實務篇 

國際禮儀講師 

王婷緯 老師 

交給你一本「世界通行證」 

~學習國際禮儀(下) 演練篇 

國際禮儀講師 

王婷緯 老師 

22 
World Café (I) 

~台灣青年的未來與挑戰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業務發展經理 

王竹君 老師 

World Café (II) 

~國際議題討論(演練篇)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業務發展經理 

王竹君 老師 

29 
競逐未來！ 

~解析兩岸青年職涯競爭力 

東阪國際有限公司 

海外部經理 高飛 老師 

我的數位中國夢 

~在創業浪潮中的大陸網路市場 

橙果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柳東全 老師 

七月 

自 

信 

力 

13 
我的微革命 

~看見自己的力量 

知名演藝人 

林信廷 老師 

創造向上提昇的能量 

~現代人不可不知的秘密 

教育部 綜合規劃司副司長 

傅木龍老師 

20 你也會成功！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舞出不一樣的人生 

演藝創作舞蹈家 

高弘志 老師 

27 
峰與谷 

~走過貧苦創造不平凡人生 

法羽保險律師事務所 

律師 許峰源 老師 

學業 × 社團 × 未來出路 

~多角經營大學生活 

旅遊達人 

涂雅喬 老師 

八月 

溝 

通 

力 

3 

說故事了沒？ 

~打動人心的關鍵能力(上) 

實務篇 

故事達人 

陳玟伶 老師 

說故事了沒？ 

~打動人心的關鍵能力(下) 

演練篇 

故事達人 

陳玟伶 老師 

10 自我行銷學~生涯必勝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向左愛？向右愛？ 

~「擦亮眼」完全守則 

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 

周美德 老師 

17 

自信演說 & 自在表達 

~讓你在台上侃侃而談(上) 

實務篇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自信演說 & 自在表達 

~讓你在台上侃侃而談(下) 

演練篇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老師 

24 
「吃」出你的人際魅力 

~從食物談人際關係 

雅里得國際機構 

執行長 劉美妙 老師 

現代人互動藝術 

~無障礙的人際溝通秘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系 

專任講師 林明德 老師 

31 
精彩一生由我導演(上) 

~人際關係經營篇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老師 

精彩一生由我導演(下) 

~情緒管理篇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