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 9 月-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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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越海岸線，世界大不同 

~大學必修國際學分 

國際力 

創意旅行社 董事長 

李奇嶽 老師 

品牌始終來自於「仁」性 

~新品牌時代的致勝思維 

產業力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輔導諮詢委員 黃福瑞 老師 

20 你要贏得的，是你的人生 

~往熱情的路上走去 

自信力 

自由作家、跨領域思考作家 

陳永隆 老師 

禮儀~被輕忽的專業競爭力 

專業力 

國際禮儀講師 

王婷緯 老師 

27 

生涯行銷學 

~自我介紹技巧 

(實務演練) 

自信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老闆私房菜 

(創業座談) 

產業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歐焙客精品咖啡(上海) 

創辦人 江承哲 

十二號牛肉麵(台灣) 

創辦人 陳致廷 

10 

月 

4 戀愛 ing，傳情不 NG 

~「愛情」社會學 

溝通力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 

教授 孫中興 老師 

總經理的用人筆記 

~態度決勝負 

自信力 

就是這樣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 黃文博 老師 

11 
說上巔峰，脫穎而出 

自信力 

ACMC 國際註冊教練公司 

成長教練 李飛彤 老師 

這樣秀，才會贏 

~PPT 製作&簡報巧 

專業力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講師 楊迺仁 老師 

18 
18~25 歲最重要的十件事 

自信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看不見」的彩色人生 

~我可以過得精彩，你也行 

自信力 

知名演藝人 

林信廷 老師 

25 有禮貌，讓你月薪+10K 

~老闆也買單的六心級人才 

產業力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執行長 黃璦婷 老師 

別浪漫了！這就是職場 

(職涯座談) 

專業力 

京城創藝行銷 總監 王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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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別因小事，被笑不懂事(上) 

~讓你的人生有溫度 

自信力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系 

專任講師 林明德 老師 

別因小事，被笑不懂事(下)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經營 

自信力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系 

專任講師 林明德 老師 

8 人際色彩風格分析(上) 

實務篇 

溝通力 

True Colors 出色學院 

臨床心理師 許亞儒 老師 

人際色彩風格分析(下) 

演練篇 

溝通力 

True Colors 出色學院 

臨床心理師 許亞儒 老師 

22 
為自己的幸福而活 

自信力 

知名作家、公益旅行家 

褚士瑩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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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搶救火線，危機 OFF 

~談危機管理 

領導力 

東吳大學政治系 

專任講師 沈莒達 老師 

誰說傳產大象不能飛？ 

(職場座談) 

領導力 

ANKO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歐陽志成 總經理 

12 

月 

6 
企業人才 SOP~目標管理 

領導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狼來了？ 

~兩岸產業與就業條件分析 

國際力 

共好集團(台灣-重慶) 

董事長 吳正興 老師 

13 就是要你靠關係 

~不懂關係 能力再強也沒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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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你靠關係 

~不懂關係 能力再強也沒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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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文創商品熱賣就靠它 

~打開文創行銷 X 檔案 

專業力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參事 金士先 老師 

產業 x 美學 x 行銷 

(文創產業座談) 

產業力 

愛草學股份有公司 

林信安 總經理 

27 From 台灣 To 世界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國際力 

FASCOAdecco 莫克咨詢 

資深合夥人 蔡壬蒲 老師 

說服，也能讓人很舒服 

~雙贏說服技巧訓練 

溝通力 

世新大學口傳系 

兼任助理教授 劉文英 老師 



1 

月 

3 送給大學生最珍貴的禮物 

~談時間管理(上) 

實務篇 

領導力 

國北師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兼任教授 王淑俐 老師 

送給大學生最珍貴的禮物 

~談時間管理(下) 

演練篇 

領導力 

國北師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兼任教授 王淑俐 老師 

17 社群行銷 3.0 

~組織自己的興趣社群(上) 

專業力 

築夢貍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秦瑋隆 老師 

社群行銷 3.0 

~組織自己的興趣社群(下) 

專業力 

築夢貍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秦瑋隆 老師 

31 大學醬過，老闆搶著要 

~教你晉身職場 A 咖 

產業力 

大地酒店 

執行長 林靜如 老師 

行遍世界任我行 

(旅遊座談) 

國際力 

旅遊達人 

Q 娜小姐 x 藍白拖先生 

2 

月 

21 小習慣決定大未來 

~別讓改變擦身而過(上) 

自信力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小習慣決定大未來 

~別讓改變擦身而過(下) 

自信力 

新改變培訓機構 

執行長 黃同慶 老師 

28 生涯行銷學~面試技巧 

(實務演練) 

專業力 

勤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楊智為 老師 

打開男女交往的 X 檔案 

~原來他/她沒有那麼難懂！ 

溝通力 

起初文創有限公司 

表演訓練總監 歐耶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