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 9 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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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份 

日期 上     午 下     午 

講     題 授課講師 講     題 授課講師 

9 

月 

 

14 有關係，就沒關係！ 

~不懂關係 能力再強也沒用 

              溝通力 

掌握國際管理顧問實業有限公司 

資深講師 輝偉昇 老師 

打開視野，打破限制 

~態度，決定你的視界  

              國際力 

FASCOAdecco 莫克咨詢  

資深合夥人 蔡壬蒲 老師 

21 脫穎而出，讓自己發光 

~打造你的優勢品牌  

              自信力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信念&夢想 

~夢行者的心路歷程 

            自信力 

電影 KANO 導演 

馬志翔 老師 

28 送給大學生的 8 件禮物 

              

自信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人生，本應與眾不同 

~ Smart People      

           自信力 

Legacy 開宇人文科學研究機構 

創辦人 崔沛然 老師 

10 

月 

 

5 有禮貌的小孩最會賺錢 

-打造「六心級」職場競爭力 

            產業力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記憶力 up 創造力 up~運用 Mind 

Mapping 發揮大腦潛能              

                    專業力 

中華心智圖法研究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李珮瑜 老師 

12 遇見來自星星的你 

     ~拉近兩顆心的距離                           

                    溝通力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饒夢霞 老師 

遇見不平凡的你 

~找出亮點，活出精彩 

自信力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饒夢霞 老師 

19 生命潛能激發訓練 

        

 自信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打開眼界.走出疆界. 

用心看世界 

國際力 

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執行兼策略長 朱永祥 老師  

26 原來你也「聲」懷絕技 

~掌握聲音，溝通更容易 

溝通力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你這麼說，我怎麼會懂？ 

~中國人的說話藝術 

溝通力 

國學講師 

磨哲生 老師 

11 

月 

 

2 茫茫人海，你在哪裡？ 

~做個不一樣的 90 後 

自信力 

自由作家、跨領域思考作家 

陳永隆 老師 

青春不留白 

~創造你的個人風采 

自信力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  

專業講師 鄭惠娟 老師 



 16 讓我們 Get High! (上) 

~活動企劃篇 

 專業力 

麥德創意行銷 

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讓我們 Get High! (下) 

       ~活動帶領篇 

專業力 

麥德創意行銷 

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23 稱你心，如他意 

~必修雙贏溝通術 

 溝通力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一樣大學四年，不一樣的未來 

~態度決定高度  

自信力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執行長 謝智謀 老師 

30 別混了~時間管理學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喂~你是什麼咖？」 

~教你晉升職場 A咖 

                     產業力 

海霸王國際企業集團 

營運長 林靜如 老師 

12 

月 

 

7 個人公關搞什麼 

~打造人氣新天王 

                    專業力 

文化大學廣告系  

副教授 鈕則勳 老師 

眾國追尋的國家寶藏 

~帶你認識故宮典藏 

                     國際力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參事 金士先 老師 

14 YES I CAN! 目標管理學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不出國，也能看懂世界遺產 

~古老神秘的兵馬俑 

                     國際力 

資深導遊 

吳駿聲 老師 

21 18 歲以後的情愛溝通 

~看電影學「愛情」 

                    溝通力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真希望我畢業前就知道的事 

~大學生必修的社會學分 

                     自信力 

華梵大學 主任秘書 

張壯熙 老師 

28 找出人生座標， 

才能與眾不同 

                    自信力 

暢銷書作者 

周春明 老師 

創意行銷.舞動心弦 

~用創意，讓消費者滿意 

                     專業力 

中華亞太網路行銷交流會 

秘書長  鍾 婷 老師 

1 

月 

4 最低成本，最大加值 

~創意零極限(上) 實務篇 

                    專業力 

文案達人創意事務所  

執行長兼執行創意總監 

唐崇達 老師 

最低成本，最大加值 

~創意零極限(下) 演練篇 

                     專業力 

文案達人創意事務所  

執行長兼執行創意總監 

 唐崇達 老師 

18 下一棒我來接 

~未來領袖一定要知道的事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文創？有搞頭嗎？ 

 ~揭開文創產業的神秘面紗 

 產業力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總監 柯延婷 老師 



25 圓夢必備的銀色子彈 

~理財的第一堂課 

                   專業力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處長 劉漢龍 老師 

你這是什麼態度？ 

~你的視野，你的未來 

                    自信力 

東吳大學政治系  

專任講師 沈莒達 老師 

2 

月 

8 你不可不知的面試秘笈(上) 

~實務篇            

                    專業力 

空勤學園  

執行長  劉 平 老師 

你不可不知的面試秘笈(下) 

~演練篇            

                     專業力 

空勤學園  

執行長  劉 平 老師 

15 小習慣決定大未來 

~不再跟改變擦身而過(上) 

自信力 

宏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能平 老師 

小習慣決定大未來 

~不再跟改變擦身而過(下) 

自信力 

宏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能平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