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 9 月-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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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讀一本書，叫認識自己 
財團法人仰望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李枝桃 老師 

後疫情時代， 

你不得不學會的社交管理       

                       (演練) 

國際禮儀講師 

王婷緯 老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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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才有翻身的機會 

台灣旅遊記  

營運長 周春明 老師 

27 

九型人格分析- 

你的自信與抗壓指數(上)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九型人格分析- 

你的自信與抗壓指數(下)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10 

月 

 

11 

大學生活別再混了- 

高效能時間管理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月底不吃土- 

大學該有的理財計劃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18 

掌握聲音，溝通更 Easy(上)  

(實務篇) 

聆韵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掌握聲音，溝通更 Easy(下) 

(演練篇)            

                       (演練) 

聆韵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25 

成功 操之在我- 

出口，出路，出頭 

ACMC 國際註冊教練公司  

成長教練 李飛彤 老師 

用影像說故事- 

微電影編導入門 

影視導演 

(Discovery 合作導演)  

楊 易 老師 



11 

月 

1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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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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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hange! 

遇見十年後的自己 

知名暢銷作家/高雄觀光代言人 

張 J 老師 
從一杯茶，到一個品牌 

茶湯會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劉彥邦 老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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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姐領路- 

談學習與生涯抉擇 
菁英座談 

29 

學校沒有教的事- 

職場贏家生活法則 

王品集團  

前執行長 楊秀慧 老師 

西進就業&創業- 

開創職涯新藍圖 

海基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廈門) 

共同創辦人 柳智騰 老師 

12 

月 

 

6 

創業管理學- 

做老闆的條件！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AI 大未來- 

搞懂 AI 原理與生活運用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葉達勳 老師 

13 

站對舞台變天才- 

盤點你的職能優勢與規劃 

1111 人力銀行  

職涯規劃師 陳韋丞 老師 

面試技巧- 

如何脫穎而出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前人資長 王郁婷 老師 

27 
一樣時間，效益翻倍- 

時間管理黃金法則(上)  

                       (演練) 

振邦顧問有限公司  

心智圖法培訓師 趙胤丞 老師 

一樣時間，效益翻倍- 

時間管理黃金法則 (下)  

                       (演練) 

振邦顧問有限公司  

心智圖法培訓師 趙胤丞 老師 



1 

月 

 

3 

搞懂華人的人際關係經營(上)                        

                       (演練) 

渥夫根商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輝偉昇 老師 

搞懂華人的人際關係經營(下)                       

                       (演練) 

渥夫根商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輝偉昇 老師 

17 
World Café(I)- 

台灣青年的未來與挑戰           

                       (演練) 

禾漮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竹君 老師 

World Café(II)- 

國際議題討論(演練篇)  

                       (演練) 

禾漮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竹君 老師 

24 
你 Line 得住寂寞嗎？- 

現代人際關係經營   

                       (演練) 

知名兩性作家 

蕭合儀 老師 

學這些有啥用？- 

別讓科系限制了你的超能力              

                       (演練) 

跨國會計師事務所   

Human Capital L&D Manager 

沈怡璇 老師 

31 

破局而出- 

談疫後的藝術行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參事 金士先 老師 

從學業、創業到志業 

邁向永續發展， 

循環經濟 Can Help 

CircuPlus  

共同創辦人/執行長 

黃暐程 老師 

2 月 

 

7 

你須理解的國際局勢文化 
劉平空姐學園(上海) 

執行長 劉平 老師 

不一樣的「旅」歷- 

科技人 vs.台灣情 

富迪音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軟體經理 曹晏誠 老師 

28 

為什麼你不懂？為什麼要懂？ 

男女溝通本來就不相同 

臨床心理師 

林俊成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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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