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學院名稱 課程類別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1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4686 創業實務(1) 王友倫

2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4695 創業實務(2) 王友倫

3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4697 如何成為企劃高手 王友倫

4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4708 創業成功SOP的核心觀念 陳承廷

5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4711 如何創業(進階篇) 王友倫

6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4715 如何創業(Pivot) 王友倫

7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4717 企業策略規劃實務 王友倫

8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4722 企業領導人的核心能力 王友倫

9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4732 TTQS訓練品質體系建立 盧信傳

10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4754 創業適性評量 黃茂景

11 行銷流通 品牌經營管理 4755 品牌戰略與通路規劃 謝志明

12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4756 門市經營管理策略 余瑞銘

13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4762 餐飲業戰鬥力提升 詹翔霖

14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4764 連鎖加盟業開店籌備 陳文彬

15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4820 成功老闆的策略思維 鄧永宗

16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4891 二代健保解析與規劃 黃美玲

17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4899 工商登記與財稅規劃 彭成功

18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4983 連鎖加盟總部挑選教戰守則 桂世平

19 財務融通 中小企業投融資 5386 中小企業融資管道及方法 輝偉昇

20 人力資源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4984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夥伴 龐寶璽

21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4986 IFRS財務會計㇐點就通 林松樹

22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4988 工作指導與引導 鄭晉昌

23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4993 分批成本會計作業實務 蔡坤燏

24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388 二代繼承之稅制議題(下) 蔡孟彥

25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389 二代繼承之稅制議題(上) 蔡孟彥

26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482 眼界－開創事業新視野(下) 蔡詩萍，陳甫彥，張志浩，黃耀文

27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540 眼界－開創事業新視野(上) 張志浩

28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478 產業維新提升國際競爭力 施顏祥

29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5046 智慧財產權與智財管理實務簡介
黃馨慧/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智權輔導組
組⾧

30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5065 目標管理與KPI設定實務(上) 簡文哲

31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5066 目標管理與KPI設定實務(下) 簡文哲

32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4002 執行力與人際互動 黃榮護

33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591 中小企業傳承個案 李青松，萬同軒，林婷鈴

34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592 CEO說故事，帶你開啟傳承接班金鑰
李青松，簡志源，林廷芳，林鳴皋，林婷鈴，萬
同軒

35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5539 尋找在地美食，餐飲行銷神器大公開 吳崟睿

36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586 傳承或變革：企業傳承財富管理(下) 黃振國

37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587 傳承或變革：企業傳承財富管理(上) 黃振國

38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535 翻轉式行銷-掌握致勝關鍵(下) 林烷如

39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536 翻轉式行銷-掌握致勝關鍵(上) 林烷如

40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538 國內市場經銷通路規劃 董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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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476 典範案例分享-被併購方 蔡清華

42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477 併購-臺灣企業脫胎換骨的賽局 黃日燦

43 行銷流通 品牌經營管理 5537 用手機輕鬆打造個人及企業品牌 康聖浩

44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174 財務與稅務-上 呂雅裕

45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175 財務與稅務-下 呂雅裕

46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5177 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與因應策略（上） 趙永祥博士

47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5178 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與因應策略（下） 趙永祥博士

48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5180 非財務背景主管也能看懂財務報表 高麗萍老師 /致理技術學院會資系

49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發展 5185 員工關係管理教戰守則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鍾文雄

50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5186 教練型主管養成秘笈 國際教練聯盟台灣總會鄭杰榆

51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5193 工會組織類型及籌組方式介紹 全民勞教e網-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52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5194 職場性騷擾防治 全民勞教e網-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

53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5195 勞保年金退休有保障 全民勞教e網-勞動部 勞動保險司

54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199 創業，是唯㇐出口！ 陳濬紳

55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200 創業職涯認知與規劃 劉興華

56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發展 5201 職場性別工作平等 台北e大-職能e學院

57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發展 5202 打造企業「將將之才」(HPP高潛力儲備主管養成計畫)(上) 賢雲國際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張甲賢

58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發展 5203 打造企業「將將之才」(HPP高潛力儲備主管養成計畫)(下) 賢雲國際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張甲賢

59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207 綠色產品商機：食安風暴下的食品溯源雲端服務 毛穎崙

60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5208 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規劃與控制(上) 高琳文教機構/侯秉忠執行⾧

61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5209 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規劃與控制(下) 高琳文教機構/侯秉忠執行⾧

62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63 創業達人論壇-拋開舊時代創業思維年輕創業家要勇敢做大夢!!(下) 程九如，丁俊宏，劉于遜

63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64 創業達人論壇-拋開舊時代創業思維年輕創業家要勇敢做大夢!!(上) 程九如，丁俊宏，劉于遜

64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240 行銷管理(上) 國立中正大學 企管系所暨行銷所 曾光華副教授

65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241 行銷管理(中) 國立中正大學 企管系所暨行銷所 曾光華副教授

66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242 行銷管理(下) 國立中正大學 企管系所暨行銷所 曾光華副教授

67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62 啟動創新價值革新品牌發展新角度(上) 吳宜叡，曾崧柱

68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243 消費者行為(上) 高雄第㇐科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關復勇副教授

69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244 消費者行為(中) 高雄第㇐科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關復勇 副教授

70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245 消費者行為(下) 高雄第㇐科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關復勇 副教授

71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508 政府智權服務與輔導資源 朱興華

72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281 女性創業基本認識與準備(上) 龍厚穎總經理/活潑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73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282 女性創業基本認識與準備(下) 龍厚穎總經理/活潑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74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283 女性創業的行業商機與創業模式(上) 李培芬秘書⾧/社團法人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

75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284 女性創業的行業商機與創業模式(下) 李培芬秘書⾧/社團法人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

76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5572 大數據浪潮下網路行銷的新視野 賴文復

77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29 B型企業-兼容創新與未來企業(下) 楊家彥

78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30 B型企業-兼容創新與未來企業(上) 楊家彥

79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27 B型企業:用創新商業模式B the change 鄭涵睿

80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28 顛覆傳統，打造循環經濟 劉子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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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24 打造設計生態圈 生活更美好 陳勁宇

82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25 以人為本的跨界創新 林忠志

83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626 翻轉新食代 用創新啟動商機 吳佳駿

84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21 實境遊戲 旅程中的奇幻想像 張麒威

85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22 當代藝術與數位科技的衝突與融合 莊杰霖

86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23 智慧科技-打造科技餐廚全球品牌 梅國卿

87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18 ㇐場追尋幸福的冒險，以文創讓傳產發熱 盧泓

88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19 當傳統農產遇上現代美妝 何佳霖

89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20 堅持種好米，新飲食革命興起 范逸嫻

90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16 台灣爆米花-征服11國戰記 李佳祐

91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5303 企業內部控制理論與實務推動技巧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尹忠三常務監
事

92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內控 5391 經商新模式:東協熱Ｘ南亞夯 施景彬

93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304 全球化都市的社區：共享經濟與社群經營 潘信榮/玖樓共生公寓

94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669 女性創投-擁抱最好的時代 Pocket Sun

95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657 青年創業分享-與創業體悟酒吧 趙智凡

96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305 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趨勢及中小企業 喬美國際 簡永松董事⾧

97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310 行動潮流，滑出企業新生機(上)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勳 執行顧問

98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312 行動潮流，滑出企業新生機(下)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勳 執行顧問

99 財務融通 金融理財系列 5390 中小網大【網路會客室-小資理財術】 楊倩琳

100 人力資源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5403 中小網大【網路會客室-職場領航員】 戴東華

101 財務融通 金融理財系列 5836 存匯知多少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2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655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暨傳承研討會》走向國際 競爭未來 施志賢，蔡明宏，徐季麟

103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656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暨傳承研討會》企業經營發展 王欽堂，陳隆志，高治中，

104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936 哇！宇宙怎麼有那麼大 周瞿毅

105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5937 活動設計與管理 吳秀瓊(威肯公共關係顧問公司-副總經理)

106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38 數位學習發展趨勢與教材設計 張淑萍(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107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5940 跨域協調非難事 呂育誠(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108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946 不動產買賣節稅申報 王秋碧、陳佳玲、李曉芬

109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341 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上) 陳友忠

110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349 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下) 陳友忠

111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688 擁抱Fintech大趨勢(1) 台灣資金交易所

112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687 擁抱Fintech大趨勢(2) 台灣資金交易所

113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696 機器人產業之發展概況 ITIS智網

114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697 物聯網IOT發展趨勢 ITIS智網

115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701 企業帳務及報稅實務(1) 徐憶芳會計師

116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702 企業帳務及報稅實務(2) 徐憶芳會計師

117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703 企業帳務及報稅實務(3) 徐憶芳會計師

118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704 企業帳務及報稅實務(4) 徐憶芳會計師

119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689 Fintech對銀行業的挑戰與機會 台灣資金交易所

120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705 Fintech的創業(1) 台灣資金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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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706 Fintech的創業(2) 台灣資金交易所

122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707 Fintech的法令與監管 台灣資金交易所

123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713 從無到有的社群經濟(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24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714 從無到有的社群經濟(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25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725 搶進國際！您不可不知的稅務要點(下) 徐有德協理

126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747 【邁向永續：轉型、再生、新經濟】循環經濟大未來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27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756 新時代、新挑戰、新契機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28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66 個人資料保護_管理篇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129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69 行動設備安全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130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748 【邁向永續：轉型、再生、新經濟】荷蘭經驗-循環經濟，創新創業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31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757 台灣創新創業的挑戰，矽谷創投趨勢和台灣的機會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32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72 惡意軟體介紹與防治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133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75 資訊安全概論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134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752 【當代創新創業者的人文關懷】透過商業模式發展社會影響力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35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5814 ⾧期償債能力與財務比率分析 高麗真會計師

136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815 股權設計及技術股的分配與掌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37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816 金流模式的改變－第三方支付的崛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38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758 創業家精神，面對挑戰，解決真實的問題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39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826 成功營運計劃書撰寫技巧 黃國銅 執行⾧

140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827 財務與稅務 王孟琪 會計師

141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828 與銀行往來技巧 葉信成 高級專員

142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829 隨經濟下的品牌經營策略 台灣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盧希鵬

143 財務融通 金融理財系列 5835 銀行貸款你我他 台灣金融研訓院

144 財務融通 金融理財系列 5837 理財規劃㇐點通─企業篇 台灣金融研訓院

145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841 電商趨勢與行銷策略實戰暨群聚成功案例分享 侯銘罡董事⾧/瘋狂賣客

146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842 如何變身超人氣賣家暨群聚成功案例分享 陳翊榮共同創辦人/發現茶

147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5843 社群當道之數位行銷趨勢與應用暨群聚成功案例分享 織田紀香/數位行銷專家

148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749
【邁向永續：轉型、再生、新經濟】改變丟買行為，讓循環經濟變
成生活㇐部分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49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750 【當代創新創業者的人文關懷】邁向未來，共益創新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50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751 【當代創新創業者的人文關懷】社會企業的使命、方法與限制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151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839 打造驚人營業額從企劃下手 紀秀美老師/內湖社區大學

152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852 ㇐次聽懂食品添加物管理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153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5855 行銷新選擇：透過群眾募資進行市場驗證 陳柏安老師/FlyingV專案經理

154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5856 經濟新引擎：從循環經濟新思惟開發新產品 陳忠郁/福爾福無限創意有限公司創辦人

155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5857 從地方走向國際：體驗行銷－創造心的感動 蔣明佑老師/米勒喜事文創有限公司總監

156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5858 科技應用：成為民生服務業轉型關鍵的推手 花上雅老師/捷揚數位行銷有限公司總經理

157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859 如何申請研發補助實務經驗分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58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860 「研發補助」前三大財會問題之解析與解決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59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53 CES半導體技術進展與智慧車應用趨勢 ITIS智網

160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5863 活用專利策略鞏固市場價值-緯和公司成功經驗分享 緯和有限公司 周淑慧 董事⾧



序 學院名稱 課程類別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161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5864 國際專利布局及申請策略-從中小企業觀點 萬國法律事務所 侯春岑 經理

162 財務融通 金融理財系列 5865 智財布局成功打造國際品牌-台灣今品成功經驗分享
台灣今品股份有限公司 游明婉 董事⾧、林鴻文
協理

163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866 簡單做，也能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上集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164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867 簡單做，也能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下集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165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5869
企業現金流量表編製與管理(2)：現金流量表、現金預測表之運用及
編製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66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5870 企業現金流量表編製與管理(3)：資金管理在企業的重要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67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5871 企業現金流量表編製與管理(4)：財務現金流管理的關鍵要素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68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72 Zip Car的發展與未來展望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69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73 共享經濟行不行－WeMo Scooter創辦歷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0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74 Yourator－新世代的工作選擇轉變與求職策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1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75 大求職時代－Qollie求職天眼通創立心路歷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2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76 Lovenuts－緹蜜歐創業經驗分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3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878 老闆該注意的新時代商機保護與風險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4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5879 新創公司的人才招募與談判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5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884 贏領海外市場，解讀稅務及投資新發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廖哲莉會計師

176 行銷流通 國際布局與行銷策略 5887 跨境電商的機會與挑戰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177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854 NEPCON Japan 車用趨勢探討 ITIS智網

178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89 農業新浪潮在紅什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79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90 醫療新創之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0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91 台灣小遊戲團隊如何面對國際大市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1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92 iCHEF創業歷程分享及未來展望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2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93 你沒注意過的餐飲科技體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3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894 2017的內容創作者如何面對數位資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4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895 BitMark如何用區塊鏈技術保護你的數位資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5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5896 群眾募資的法律風險與創業者經營權保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6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5898 創業新南向！異國須知創業二三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7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5899 創業大未來！你所不知道的時事趨勢新觀點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188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900 RoboDEX 工業4.0智慧工廠之新風貌 ITIS智網

189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01 ISPO Munich國際品牌脈動 ITIS智網

190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48 Fintech and Regtech
林慶達／工研院資通所 智慧聯網創新技術與服
務組 組⾧

191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49 社群金融服務與應用
陳澤世／工研院資通所 資料中心架構與雲端應
用軟體組 技術副理

192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950 守護㇐片深藍-潔淨海洋的設計原則 胡介申老師 /荒野保護協會棲地守護部專員

193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5951 綠色設計學術探討及趨勢分析 曾俊儒老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教授

194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52 體驗經濟，創新生態系(㇐) 周奕成 負責人 / 世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

195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53 體驗經濟，創新生態系(二) 江建廷 總經理 /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196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968 租稅減免法規 陳秀暖

197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971 營利事業所得稅移轉訂價申報實務 劉怡詠

198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5976 問題分析與專案規劃 王俊元

199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77 創意思考與服務品質 陳敦源

200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78 王道與組織文化 施振榮



序 學院名稱 課程類別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201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5904 泰國國際食品展特色及趨勢觀察 ITIS智網

202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996 租稅優惠X所得稅優化X新勞基法【上】 陸正義律師

203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5997 租稅優惠X所得稅優化X新勞基法【下】 徐步月課⾧

204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6018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介紹 SBIR計畫專案辦公室

205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6019 SBIR計畫書撰寫說明 創新技術委員

206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6020 智財權與專利的運用效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07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181 大數據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謝邦昌

208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5184 淺談落實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 李智 顧問

209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206 雲端、大數據、物聯網之整合應用 白光華

210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500 AVR Business 4.0 白璧珍

211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698 全球製造業智慧自動化背景 ITIS智網

212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699 全球製造業智慧自動化發展趨勢 ITIS智網

213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700 國內外製造業智慧自動化應用案例 ITIS智網

214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43 勒索軟體資通安全認知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215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753
【科技，始於人性-呼應真實需求的智慧生活】智慧生活的Next Big
Things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216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754
【科技，始於人性-呼應真實需求的智慧生活】AI人工智慧的下個十
年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217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755
【科技，始於人性-呼應真實需求的智慧生活】台灣物聯網的契機，
以Kumawash創辦經驗為例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218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63 資安案例分享_e-mail社交工程及防護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219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64 資安管理-個人篇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220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767 網路安全概論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221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820 企業遇到雲端時，最容易忽略的經營眉角 曾家愛/匯智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監

222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5832 從台灣網購行為看電商發展趨勢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3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833 從MWC 2017洞悉物聯網發展趨勢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4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5846 新興智慧科技產業之發展觀測與產銷趨勢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5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47 消費性IoT應用—以智慧家庭為例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6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48 工業用IoT應用—以智慧製造為例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7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49 機器學習專利趨勢與大廠布局分析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8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50 全球智慧製造產業關鍵議題剖析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29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51 人工智慧發展趨勢與大廠動態布局 MIC-AISP情報顧問服務

230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880 VR翻轉教育帶領新浪潮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231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81 從人的服務到AI機器人服務—客服產業應用實例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232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882 Video AI for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233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5902 從Global Ecommerce Summit看電商發展趨勢 ITIS智網

234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5903 IVR 虛擬實境技術與應用趨勢 ITIS智網

235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能力系列 5905 EBF PSD2規範下金融革命與資安挑戰 ITIS智網

236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5947 人工智慧：台灣的產業機會 余孝先/資訊工業策進會副執行⾧

237 資訊科技 哈燒職場進修系列 5972 Google文件與雲端硬碟應用 江靜枝

238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5975 3D列印實作工坊 楊翔仁

239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6021 百花齊放！區塊鏈應用場景大盤點！ 范秉航 博士/台灣經濟研究院

240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6022 歐盟GDPR對中小企業的影響與因應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序 學院名稱 課程類別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241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035 金融科技-數位淘金新革命 金管會、台灣聯合、鉅資科技

242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6036 文化創意-文化探勘，尋出新利基 薰衣草森林、十鼓文創、嘉義文創、樹德企業

243 創業育成 資源籌措期 6037 創業X財務數字密碼 董希玲老師/伊特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244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039 社會企業-跳脫商業操作，奔向藍天 Oneforty、生態綠、好食機

245 財務融通 金融理財系列 6040 企業主進階養成-透視管理數據、建構廣角思考 董希玲老師

246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6041 企業資金管理與運用(1)：財務風險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247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6042
企業資金管理與運用(2)：如何快速掌握資金管理之重要觀念七大法
則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248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6043 企業資金管理與運用(3)：資金流管理的應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249 財務融通 企業財務管理 6044 企業資金管理與運用(4)：資金預警指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250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6045 生意經-學會行銷賺很大 黃茂景老師

251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46 ㇐、數位化思維-前言與介紹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52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47 ㇐、數位化思維-鍊金術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53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48 ㇐、數位化思維-管理者的資訊世界觀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54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49 ㇐、數位化思維-資訊系統萬事通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55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50 二、我們身邊的資訊系統-前言與介紹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56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6072 企業前進東南亞時，在智權上應注意的事項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57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6073 企業研發之智權議題-簡述預防侵權之評估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58 財務融通 無形資產管理 6074 企業研發之智權議題-簡述專利與技術佈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59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6075 運動也是㇐門好生意 林慧倫/艾朵國際執行⾧

260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6076 斜槓力成就外掛人生 王明崴/凱洛創新策略⾧

261 行銷流通 品牌經營管理 6077 品牌再造與B2B行銷實務-品牌定位與實作演練 吳盛光 總經理/織夢人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62 行銷流通 品牌經營管理 6078 品牌再造與B2B行銷實務-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 吳盛光 總經理/織夢人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63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51 二、我們身邊的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64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52 二、我們身邊的資訊系統-顧客關係管理系統CRM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65 綜合知識 環境安全與綠能 6087 國內外綠電憑證制度介紹 莊昇勳總監/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

266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53 二、我們身邊的資訊系統-供應鏈管理系統SCM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67 財務融通 企業稅務管理 6081
財會新規範宣導說明會─ 掌握最新公司法、洗錢防制法，跟上國際
財會潮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268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6082 網紅經濟-知識學苑系列課程老闆學校講座-網紅變現能力 余啟彰Fish /網紅商學院創辦人

269 行銷流通 品牌經營管理 6083 網紅經濟-知識學苑系列課程老闆學校講座-小內容變大品牌 謝綸/電獺共同創辦人兼執行⾧

270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6085 中小企業經營法制宣導講座-中小企業因應GDPR須知 陳全正律師/眾勤法律事務所

271 創業育成 圓夢規劃期 6086 中小企業經營法制宣導講座-公司法新制修法重點 黃書瑜/得合法律事務所

272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088 人際關係與社會化意識能力之激發 林韶姿/健行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273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089 零售業的崛起與創新 林韶姿/健行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274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54 二、我們身邊的資訊系統-製造執行系統MES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75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6097 如何預防勞資爭議，共創勞資雙贏(上) 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6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6098 如何預防勞資爭議，共創勞資雙贏(下) 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 資訊科技 數位化經營系列 6055 二、我們身邊的資訊系統-企業智慧系統BI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78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6056 三、資訊科技的革命-前言與介紹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79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6057 三、資訊科技的革命-大數據 Big Data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80 行銷流通 市場分析與客戶管理 6102 業務銷售與商業談判技巧WorkShop 林有田董事⾧/大成就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序 學院名稱 課程類別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281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6058 三、資訊科技的革命-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82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6059 三、資訊科技的革命-雲端服務 Cloud Services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83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060 三、資訊科技的革命-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84 資訊科技 雲端趨勢應用系列 6061 三、資訊科技的革命-網實整合Cyber-Physical Sysyem CPS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285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130 【體驗美學－擁抱企業新高度】工業設計的未來 謝榮雅董事⾧/奇想創造

286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131 【體驗美學－擁抱企業新高度】會說故事的設計 王艾莉設計師/Alice Wang Design王艾莉設計

287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132 【體驗美學－擁抱企業新高度】場景設計的美學體驗 黃茂嘉總監/onedotzero

288 行銷流通 國際布局與行銷策略 6133 從電子商務的發展看未來商業機會 郭書齊老師/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289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6134 微型民生服務業體驗加值應用媒合會-數位體驗導入實務分享
Lalalocker/XAPP/錢老闆智慧平台
/Buy+1/ORDERLY/CHATISFY

290 行銷流通 國際布局與行銷策略 6137 【場景互聯－尋找商業新藍海】企業經營藍海思維 徐重仁塾⾧/重仁塾

291 行銷流通 國際布局與行銷策略 6138 【場景互聯－尋找商業新藍海】電商紅海中的新機會 郭家齊董事⾧/松果購物

292 行銷流通 國際布局與行銷策略 6139 【場景互聯－尋找商業新藍海】實體通路的營運挑戰 魏子文執行副總/杏㇐醫療用品集團

293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36 【社會創新－全球永續新發展】人工智慧民主化在台灣 陳昇瑋執行⾧/臺灣人工智慧學校

294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47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科技思維與設計思維－智慧生活、物
聯網、老人福祉科技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

295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48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AI智慧照護實務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

296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49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AI時代下的競爭力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

297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50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AI台灣-智慧服務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

298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51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人工智慧在台灣產業的商機與應用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

299 資訊科技 人工智慧(AI)系列 6152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AI台灣-智慧農業 DIGI+Talent數位網路學院

300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3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堂：專案管理導論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01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4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二堂：專案生命週期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02 人力資源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6166 就業服務法人才招募觀念解析-從就業歧視的實務態樣出發 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3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5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三堂：專案管理流程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04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6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四堂：專案整合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05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7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五堂：專案範疇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06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8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六堂：專案時間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07 人力資源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6175 就業服務法人才招募觀念解析-打造企業專屬的人才招募模式 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8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173 2019女力經濟賦權高峰會：女力經濟賦權的未來(上) 外國講師

309 綜合知識 創新與經營管理 6174 2019女力經濟賦權高峰會：女力經濟賦權的未來(下) 外國講師

310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6177 連續創業家教你如何保持競爭力 ㇐刻鯨選

311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78 你EMBA了嗎？兩岸三地EMBA分析 ㇐刻鯨選

312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59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七堂：專案成本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3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60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八堂：專案品質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4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61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九堂：人力資源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5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62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十堂：專案溝通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6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63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十㇐堂：專案風險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7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64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十二堂：專案採購委外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8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65 專案菜鳥的管理導論--第十三堂：利害關係人管理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劉士豪教授

319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6190 【預防工時爭議】如何打造完善的工時與加班費補休制度(課程㇐) 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 人力資源 勞動法令 6191 【預防工時爭議】如何打造完善的工時與加班費補休制度(課程二) 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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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193 說話前的關鍵三秒 ㇐刻鯨選

322 人力資源 領導與組織行為 6194 危機處理，劍橋事件祖克伯的穿搭策略 ㇐刻鯨選

323 綜合知識 職場語言系列 6201 【多益考試技巧】第1題：新制改變和新增了那些題型？ Hi家教線上外語專家|1對1線上語言學習平台

324 行銷流通 數位社群行銷 6202 掌握你的社群影響力：該如何抓住鄉民？ ㇐刻鯨選

325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203 邏輯思考的技術，從思考、表達到問題解決 ㇐刻鯨選

326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215 面試ABC，面試前的功課與如何找尋理想公司 ㇐刻鯨選

327 綜合知識 個人管理能力 6216 談判前的準備工作，談判議題、目標與策略的擬定 ㇐刻鯨選

328 創業育成 創業夢想期 6236 創業三階段-築夢踏實 林昀樵/好時光創意生活有限公司創辦人

329 創業育成 經營策略期 6238 「企業決勝點 洞見新視界」創新創業企業短講 洪伯岳、劉子莊、劉邦彥

330 資訊科技 哈燒職場進修系列 16285 PowerPoint 教學 投影片母片設計/旁白與配樂設定 PAPAYA 電腦教室

331 行銷流通 行銷企劃與廣告公關 16411 簡報藝術烘培坊系列課程 彭毅弘/簡報藝術烘焙坊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