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 9 月-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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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變身進擊的職場 A 咖 
愛爾航空培訓 

總經理 汪逸仁 老師 

過一個不後悔的大學生活 

(演練)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系 

專任講師 林明德 老師 

11 

態度，決定你的「視」界 
上海莫克管理諮詢公司 

董事總經理 蔡壬蒲 老師 
掏寶去-90 後的網創商機 

海基兩岸青年創業基地 

共同創辦人 柳智騰 老師 

25 

做自己人生的最佳 CEO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走一條專屬於你的路 

台灣旅遊記  

營運長 周春明 老師 

10 

月 

2 

與眾不同的大學人生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我的希望人生，不設限！ 

金剛芭比 

林欣蓓 老師 

9 
輕鬆上台做報告- 

簡報能力(上)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輕鬆上台做報告- 

簡報能力(下) 

(演練)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16 
青春不留白(上)- 

個人風格與形象管理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 

專業講師 鄭惠娟 老師 

青春不留白(下)- 

創造你的個人風采 

(演練)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 

專業講師 鄭惠娟 老師 

23 
打開眼界，用心看世界- 

一窺國際志工的價值 

中華毛克利國際志工協會 

理事長 張志成 老師 
品牌，無所不在 

聚好策略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總監 黃君鼎 老師 

30 

人「聲」加分，溝通得分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聲音教練 羅鈞鴻 老師 

To Asia-到哪都吃香的國際人才     

(座談) 

 中國信託私人銀行部(香港) 

 董事暨營銷主管 黃敏華 老師 

 台灣華毅集成有限公司 

 執行長 吳思慧 老師 



11 

月 

13 成功決勝點- 

意志力&耐力的鍛鍊(上) 

(演練)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成功決勝點- 

意志力&耐力的鍛鍊(下) 

(演練)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20 
這才是老闆要看的- 

企劃書撰寫 (概論篇) 

中天集團 

公共事務經理 吳欣芝 老師 

這才是老闆要看的- 

企劃書撰寫 (實務篇) 

中天集團 

公共事務經理 吳欣芝 老師 

27 

40 歲，我要當上總經理 
雲朗觀光 翰品酒店新莊 

總經理 林靜如 老師 

迪士尼夢幻樂園的幕後花絮 

(座談) 

上海迪士尼幻想工程 

陳映蓉 服裝師 

12 

月 

4 
出色溝通力 

(演練) 

卡樂思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 莊舒涵 老師 
精品產業面面觀 

香奈兒 頂級珠寶發展經理 

黎乃滌 老師 

11 

開啟你潛藏的創意力 
就是廣告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文博 老師 

所有的故事，都是從選擇開始- 

我的夢想，我的堅持 

(座談) 

網路影集 Mr. Bartender  

徐嘉凱 導演 

18 
錢放哪裡最好？- 

理財工具入門(上) 

英商 IFA 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資深理財規劃師 張誠徽 老師 

錢放哪裡最好？- 

理財工具入門(下) 

英商 IFA 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資深理財規劃師 張誠徽 老師 

1 

月 

1 
他 X 的，禮儀! (上) 

(演練) 

國際禮儀講師 

王婷緯 老師 

他 X 的，禮儀! (下) 

(演練) 

國際禮儀講師 

王婷緯 老師 

15 
DISC 人格特質 vs.人際互動(上) 

(演練)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DISC 人格特質 vs.人際互動(下) 

(演練) 

卓越華人訓練團隊 

執行總監 羅懿芬 老師 



2 

月 

12 
樂活人生，必學的時間管理術  

(演練) 

GTD 時間管理實踐者 

張永錫 老師 

海運有什麼搞頭？- 

認識海洋人生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定航一部  

協理 劉惠仁 老師 

19 
YES I CAN- 

自信成功學(上) 

謬思企管公司 

首席顧問 彭一昌 老師 

YES I CAN- 

自信成功學(下) 

(演練) 

謬思企管公司 

首席顧問 彭一昌 老師 

26 
打開男女交往的 X 檔案- 

原來他/她沒有那麼難懂！ 

起初文創有限公司 

表演訓練總監  歐耶 老師 

魯蛇與魯夫的對話- 

翻轉思維，提升自信 

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 

講師 王中砥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