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9 月-1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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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為純線上直播授課，當日六地皆無實體課 

月 

份 
日期 

上     午 下     午 

講     題 授課講師 講     題 授課講師 

9 

月 

 

4 
Line &網路 

不踩雷的文詞運用技巧 

知名兩性作家 

蕭合儀 老師 
涵養高尚品德創造亮麗人生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前副司長 傅木龍 老師 

18 
大學生活動力十足- 

設定你的優勢目標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傾聽自己的聲音- 

找到生命中的北極星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林上能 老師 

25 

直播 
時間管理學- 

大學生活配置技巧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快樂找回來- 

學會與壓力為友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兼任教授 王淑俐 老師 

10 

月 

 

2 

念了大學，就一定要不一樣 
啟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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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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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在親密關係裡，學會好好愛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圖解思考力- 

讓思考全面升級    

(演練)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專案講師 魏美棻 老師 

23 
活出自己- 

天生我材必有用   

(座談) 

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系 

張賢廷 博士候選人 

十二號牛肉麵(台灣) 

陳致廷  創辦人 

超級自信學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30 

直播 簡報製作實務(上)   

(演練) 

簡報設計社群創作者 

大辛 老師 

簡報製作實務(下)   

(演練) 

簡報設計社群創作者 

大辛 老師 

11 

月 

6 
打造美好人生的習慣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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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美好人生的習慣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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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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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新聞不會說的事- 

你不知道的美國現況 

知名暢銷作家/ 

高雄觀光代言人   

張 J 老師 

疫情+通膨， 

最經濟的出國旅遊方案 

旅遊達人 

賴彥如 老師 

27 

直播 歡迎加入「贏」家俱樂部- 

富爸爸的理財教育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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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通膨時代的超前部署理財觀 
兆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長 許博傑 老師 

國際化新熱點- 

城市外交 4.0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處長 周台竹 老師 

11 

尋找職涯天賦熱情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前人資長 林娟 老師 
前進元宇宙世界 

元宇宙體驗營 

共同創辦人 鍾婷 老師 

18 

這就是媒體公關產業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  

教授 鈕則勳 老師 

飛越海岸線，世界大不同- 

大學必修國際學分 

TOUCHWOW creative 

(赫蒂斯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吳欣芝 老師 



25 

直播 真誠為您- 

用服務，贏得顧客的心 

瓦城集團客服部  

資深經理 許瀚云 老師 

網路交友行不行？- 

現代人際關係經營 

知名兩性作家 

蕭合儀 老師 

1 

月 

 

8 
啟動影響力的溝通關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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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影響力的溝通關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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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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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溝通，從了解差異開始 

(演練) 

多家企管顧問公司合作講師 

李政忠 老師 

29 

直播 你須理解的國際局勢文化 
劉平空姐學園  

執行長 劉平 老師 

拓展視野，拉升格局， 

超越現在的自己 

京城創藝 

行銷總監 王東明 老師 

2 

月 

 

5 

後疫情時代，跨國求職該懂的事 
易積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長 江俞葳 老師 
大學四年如何玩出職場競爭力 

瑞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enior Consultant 

陳致遠 老師 

12 
數位藝術新世代- 

From 翠玉白菜 To NFT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參事 金士先 老師 

新創公司搞什麼？！- 

創造有溫度的醫療旅程 

識界雲端科技(股)公司  

負責人 謝瑋銘 老師 

19 

從大學開始，建立複利人生系統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恐怖情人一開始都是溫柔的！ 

臨床心理師 

林俊成 老師 

26 

直播 精準職涯課， 

創造非你不可的人生！ 

作家/職涯教練/人資經理 

何則文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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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