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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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品牌行銷的好夥伴- 

認識媒體公關 

文化大學廣告系 

教授 鈕則勳 老師 
跟誰都聊得來-從句點王到哈拉王 

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勝隆 老師 

12 
飛越海岸線，世界大不同- 

大學必修國際學分 

莫克管理諮詢公司(上海) 

資深品牌顧問 吳欣芝 老師 

來一場感動銘心的旅行- 

認識國際志工的價值 

中華毛克利國際志工協會 

理事長 張志成 老師 

19 
上台不會死-演講技巧剖析 

(演練)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為自己加薪- 

投資理財最重要的事 

理財專家 小資女 

艾蜜莉 老師 

26 

訂做一個不可取代的自己 

ACMC 國際註冊教練公司 

成長教練 

李飛彤 老師 

Good Luck 當幸運來敲門- 

做好準備，迎接機會 

(座談) 

 台灣鄉土文化青年協會 

張嘉哲 理事長 

 昱森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陳彥豪 設計總監 

四月 

 

2 我是誰？- 

從人格 PDP 特質找未來(上) 

(演練) 

共好集團(台灣-重慶) 

董事長 吳正興 老師 

我是誰？- 

從人格 PDP 特質找未來(下) 

(演練) 

共好集團(台灣-重慶) 

董事長 吳正興 老師 

9 優化你的未來- 

個人生涯策略規劃(上) 

(演練) 

麥德創意行銷 

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優化你的未來- 

個人生涯策略規劃(下) 

(演練) 

麥德創意行銷 

執行長 胡靖韋 老師 

23 
衝擊效應，誰佔便宜？- 

認識一例一休職場實務 

劉平空姐學園 

執行長 劉平 老師 

鬼島？科技島？- 

國際世界眼中的台灣 

東吳大學政治系 

專任講師 沈莒達 老師 

30 

勇敢做自己！ 
中國保險名人堂  

首席教練 郭智瑋 老師 

翻轉世界的未來產業  

(座談) 

 大慶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許博傑 協理 

 



五月 

 

7 
宮崎駿電影教我的三堂課- 

夢.人生.愛(上) 

金可國際集團(寶島眼鏡) 

前人資部協理 范姜群澔 老師 

宮崎駿電影教我的三堂課- 

夢.人生.愛(下) 

金可國際集團(寶島眼鏡) 

前人資部協理 范姜群澔 老師 

21 

目標管理-贏在執行力 
自由作家、跨領域思考作家 

陳永隆 老師 

企劃得分，職場加分- 

從生活中學企劃 

就是這樣有限公司 

經營總監 蘇毓文 老師 

28 你的身體正在說話- 

從看懂肢體語言談起(上) 

(演練) 

丞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 林聖修 老師 

你的身體正在說話- 

從看懂肢體語言談起(下) 

(演練) 

丞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 林聖修 老師 

六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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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讓進度不再落後- 

專案管理輕鬆上手(上)    

(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前副秘書長 母崇仁 老師 

讓進度不再落後- 

專案管理輕鬆上手(下)    

(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前副秘書長 母崇仁 老師 

25 

總經理私房學-台灣飯店產業篇 
雲朗觀光 翰品酒店新莊 

總經理 林靜如 老師 
90 後勝出的必備能力-獨立思考 

鷹眼策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力銘 老師 

七月 

 

9 預約你的幸福人生- 

正面思考的力量 

(演練) 

心願心漣漪中心/ 

願心意象有限公司 

執行長 楊鎧宇 老師 

有關係，就沒關係！- 

不懂關係 能力再強也沒用 

(演鍊) 

台灣智慧主管交流協(TILA) 

秘書長 輝偉昇 老師 

16 學會它，C 咖變 A 咖- 

自我行銷密技(上)   

 (演練) 

聯賀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耀忠 老師 

學會它，C 咖變 A 咖- 

自我行銷密技(下)        

 (演練) 

聯賀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耀忠 老師 

23 

別小看自己-勇氣學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憤青、恨青、白目青-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經營 

(演練)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專任講師 林明德 老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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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一) 20 不惑-大學生的生涯必修課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前副總裁 蘇國壵 老師 

影響&說服的魔法師- 

說故事的力量 

故事達人 

陳玟伶 老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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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十年百萬菁英秘笈 

(演練)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20 

20 歲的人生不能到 30 才開始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我的希望人生，不設限！ 

金剛芭比 

林欣蓓 老師 

27 
重新發現自己- 

用九型人格找回本尊(上)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重新發現自己- 

用九型人格找回本尊(下)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