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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卓越領導人菁英工作坊 招生簡章
課程特
色：

卓越領導人菁英工作坊以系統化設計兼具高效互動的工作坊模式，提供企
業高階管理人、經營者一個精英匯聚的交流平台，邀請同時具有產、官、學三
種身份的會計師、律師、顧問師實戰專家擔任教練，帶領參與者提升企業整體
營運效能，培養領導人強化多元視野及決策能力；領導人更可藉著此培訓平台
進行產業連結，進一步共享資源與創造產業發展的更多可能性。
課程規劃從「產、銷、人、發、財、資、法」七大管理面向出發，兼具管理
實務與作法，透過講授、看影片學管理、經營管理時勢議題、個案研討、企業
參訪、學員經營分享、好書推薦等活潑多元的創新教學模式，透過案例分析引
導學習共振，並整合人力資源、創新研發、精實生產、財報分析、跨域行銷、
資訊內控、服務管理等全方位議題；協助各行各業的管理菁英在 42 小時中快速
架構企業或組織的經營概念與管理系統—啟動創新價值、轉動企業布局，打造

適合對
象：

強韌產業生態鏈！
1. 本校碩士在職專班之校友或在校生、少年頭家、巾幗學苑、勞工領袖大學、
企業獲利接班人歷屆課程學員優先錄取
2. 企業負責人、二代、高階主管、專業經理人
3. 各行業經營者，社團組織或機構團隊領導人

招生名
額：

30 名，額滿截止。

課程時

2021年5~10月，每月一日(5/30、6/27、7/23、8/29、9/26、10/31)

間：
上課地
點：
課程費
用：

上午09:00~下午17:00(共42小時) 7月份為企業參訪日期暫定7/23(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教室開課前另行通知)
每人新台幣 16,800 元。(含講義文具、六次精緻午餐及下午茶點)
早鳥優惠：04/30 前報名享優惠價 14,800 元
專屬優惠：本校在校生、校友及推廣教育課程舊生享優惠價 12,800 元

報名步
驟：

線上報名，請至本校進修學院報名管理系統報名。如第一次報名，請先申請帳
號。(https://aps.ncue.edu.tw/cee/index.php)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110 年 05 月 14 日(星期五)止。

繳費方
式：

承辦單位於開課前統一以 E-Mail 寄送繳費單通知繳款作業。請依繳費期限內下
載列印，並於全國各地郵局、ATM 轉帳、四大超商等管道完成課程費用繳交，方
完成報名手續。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
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總時數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 1/2。開班
上課時間已逾總時數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退費方
式：

[鍵入文字]

注意事
項：

聯絡方
式：

其
他：

（一）學員請著輕便服裝上課，請勿穿著拖鞋以避免活動進行時受傷。
（二）本班為非學分班，出席課程達 3/4(含)以上者，頒發推廣教育證明書。
（三）錄取之學員一律不得辦理保留資格。
（四）每班報名人數如未達最低開班人數，本校保有不開班的權利，學員
所繳報名費無息退還，不得異議。
（五）如遇風災、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停課事項，
不列入扣除時數之要因（依正常時數計算）。
（六）本校保有最終修改此招生簡章權利。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課程資訊如有相關異動，以本校
網站公告為準，以上內容主辦單位有權更改相關活動內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地址：彰化市進德路一號（彰化師大進修學院 教學大樓 6F）
TEL：04-7232105#5463
聯絡人：陳純恩
E-mail：chunen@cc.ncue.edu.tw
本課程為非學分班

課程單元：

(如有調整課程及日期另行通知學員)

日期
05/30
(日)

時間

06/27
(日)
07/23
(五)
08/29
(日)
09/26
(日)
10/31
(日)

09:00-17:00
09:00-12:00
13:00-17:00
09:00-17:00
09:00-17:00
09:00-17:00
09:00-12:00
13:00-17:00

課程單元
建構企業經營管理的二大神經系統、內控制度設計、策略規劃議題
彭金山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首席顧問/博士/助理教授
全方位服務管理系統設計
彭金山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首席顧問/博士/助理教授
跨域整合行銷管理實務
李澄益 財富自由網路科技(股)公司 執行長/顧問/碩士/講師
企業參訪：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研發&落實精實管理—提昇產能效益
陳琮斐 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管理中心協理/碩士/講師
人力資源規劃、人事規章設計實務、勞資爭議處理議題
彭金山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首席顧問/博士/助理教授
財務報表輕鬆學經營管理訣竅、避免誤踩稅法地雷
游 美 美新會計師事務所 總經理/顧問/碩士/講師
企業經營法律面面觀：強健經營管理的法律保護傘
蔡振宏 靜澄法律事務所 律師/碩士/講師
成果發表與學員資源共振交流
彭金山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首席顧問/博士/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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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
教師姓名

專

長

彭金山

學

歷

朝陽科技大學資管博士、企管碩士

經營策略規劃及績效倍增 、ISO10015/ISO09000/TTQS 輔導
年度目標及預算規劃訓練 、企業財務稅務資金診斷
企業教育訓練制度的診斷、人事薪資制度及勞資關係
企業風險及員工退休制度規劃、企業主理財及資產風險控管規劃
企業服務管理系統建置、境外公司設立及遺贈稅負規劃
個人創業與就業轉職 、日常管理 E 化實務運作與培訓
1. 美新集團/美新會計師事務所/美新會計記帳士事務所
2.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總監/首席顧問
3. 麗的生活醫療集團
4. 優力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長特助
董事長

5. 汶萊 iDREAM 公司
策略長
6. 愛迪王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
7. 社團法人台灣管理人菁英發展協進會
8.
9.
10.
11.
經

歷

執行總監

2009-2013、2021-2023 理事長

台灣護聖宮文教基金會(台灣玻璃館)
2005-2019 董事
修平科技大學校友會台中分會
2012-2013 會長
中華菁英職涯職能發展協會
2015-2023 理事長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專案審查委員/HRD 副團長/TTQS 顧問．講師/3C 核心

職能講師．中區總召
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榮指員/經營管理顧問師
13. 行政院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創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輔會/青創總會 創業
顧問
14. 朝陽科大/修平科大
助理教授
15.
16.
17.
18.
19.

嶺東科大/建國科大/中臺科大 兼任講師
福建仰恩大學 副教授
社區大學/產經大學/勞工大學/企業大學 講師
華人保險經紀人公司
經理/財富管理顧問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處主任

20. 健銓興業／神木谷飯店
電腦專員
21. 各型上市上櫃公司、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加盟連鎖業，近 1,000 家經營管
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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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專

經

長

歷

游美

學

歷

1.
2.
3.
4.

創業諮詢輔導
公司設立登記/境外公司設立
人民團體設立與會務發展輔導
企業財稅管理制度建置

5.
6.
7.
8.

會計帳務處理
企業內稽內控診斷
公司及企業節稅規劃
企業主理財及資產風險控管規劃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1. 美新集團

總經理

2. 美新會計師事務所
3. 美新會計記帳士事務所

總經理
總經理

4.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5. 優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 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創業貸款計畫

總經理
總經理
創業諮詢顧問

7.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圓夢計畫
創業諮詢顧問
8. 榮獲 2016 年財政部績優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獎
9. 社團法人台中市記帳及報務代理人公會
2019-2023 理事長
10.台灣護聖宮文教基金會(台灣玻璃館)
2019-2022 董事
11.台中市聖羅蘭國際同際會
12.朝陽科大/修平科大
13.30 年 1000 家以上各型企業的財稅顧問

教師姓名
專

長

蔡振宏

歷

歷

中興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經營管理策略、企業財務、會計與稅務、企業籌資、民法、公司法、財金相關法
律、勞動法、行政訴訟…等
 現職
1. 靜澄法律事務所

經

學

2004-2005、2011-2012 理事長
2009-2020 兼任講師

2.
3.
4.
5.
6.

主持律師

台中市清水區公所 義務服務律師
台中市潭子區公所 義務服務律師
台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行政訴訟 專任律師
靜宜大學財務金融系 講師
誠品會計聯合事務所 專案經理

7. 萬通商業銀行 專員
8. 捷盟行銷（股）公司 專員
 著作：企業籌資法務與個案分析，元照出版社，2015 年，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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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專

長

陳琮斐
1.
2.
3.
4.
5.
6.
7.

1.

經

歷

學

歷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活動執行接案
專案處理
人脈通路處理
廣告文宣設計

產官學合作
政府案件的接案
危機處理(問題解決處理)
現職
AccuteX 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管理中心協理 ( 徠通產業學院 召集
人 )
2. Dream For Work 職涯發展實踐家企業 執行長
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講師(2009~至今)
4. 企業講師及顧問
5. 學校兼任講師(講師證號:講字第 110461 號)
6. 教育部 UCAN 大專就業職能平台種子講師
7. 高中職及大專校院職涯講師
8. BeAGiver -104 職涯志業工作者
 顧問委員講師經歷：
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顧問團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職涯講師、台中市政府職涯發展中心職涯講師、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就業促進講師 履歷健診講師、教育部 ucan 種子輔導老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講師、1111 贏家數位學院名師、1111 進修網
顧問、104 人力校園職涯顧問及講師、Career 就業情報就促講師、新譽管理顧問
就促講師、104 人力銀行 Be A Giver 職涯講師顧問、彰化縣工業會顧問、南投指
甲彩繪職業工會顧問、台中市軟體協進會顧問、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顧問、揚
運國際人力顧問、教育部專案計畫審查委員(青輔會 青年發展署)、職訓局專案
計畫審查委員(個別型 聯合型 人提計畫)、學校&公協會&NPO&企業講師
 社團經歷：
社團法人台灣管理人菁英發展協進會副秘書長、中華民國嶺東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會務顧問、 中華菁英職涯職能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證照：教育部講師證(講字第 110461 號)、就業服務人員合格證書、TTQS 管
理師合格證書、TTQS 策略人力資源合格證書、TTQS 職能分析合格證書、國
家訓練品質計畫(TTQS 機構主管合格證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
能講師、City and Guilds 國際企業管理師證照、CSTQ 訓練品質管理師證
照、CSTQ 訓練品質規劃師證照、CSTQ 訓練品質分析師證照、CSTQ 訓練品質
經理人證照
 專精授課領域：
職涯發展相關(自我探索、就業市場知多少、履歷撰寫、面試技巧)、人力資源管
理相關、業務行銷管理相關、3C 共通核心職能(DC、BC、KC)、網路行銷相關、電
子商務相關、簡報技巧、TTQS 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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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專

長

李澄益

學

歷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數位整合行銷、雲端遠距辦公、數位轉型



工作
1. 財富自由網路科技(股)公司／

執行長(2009－至今)

顧問、講師
1.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顧問, 講師 (2014－至今)
2. 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專任講師 (2009－至今)
3. 社團法人台灣管理人菁英發展協進會／理事長(2014－2016)
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國際創業聚落示範計畫／109 年度 中小企業數位轉型

Brand on Line 計畫／顧問(2020.12－2021.4)
 大學講師
1.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兼任講師(2015－2016)
2. 修平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兼任講師(2016－2017)
經

歷

3. 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2016－2017)
4.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講師 (2018－2019)
 培訓企業客戶
1. 製造業：威立雅(世界 500 強)、三久太陽能、橙的電子、盈錫精密、大振
豐洋傘
2. 連鎖品牌：茶湯會、清玉、十藝生技、歐都納、水舞集團、日出、振宇五
金
3. 建設業：總太建設、陸府建設
 著作
1. 著作：一起淘寶賺大錢。2012、2013 年暢銷書第 1 名（金石堂網路書店
電子商務類）
2. 著作：雲端創業術。2013 年暢銷書第 2 名（金石堂網路書店 電子商務
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