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人文創》課程簡介與價格 
 更新日期：2022/9/28 

 

全人文創公司致力於線上課程的內容發展，服務企業與職場的雲端培訓。目前有【通識教

育】【顧客服務】【業務行銷】【領導管理】【生活平衡】…等五大項學習類型、上百堂優質內

容課程與實用的學習模式(ON LINE；ON LINE&OFF LINE)服務企業；協助企業降低育才成

本，提升產業競爭力與生產力！ 

今全人特選【企業線上精選套裝課程】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與 AI 的服務能量，提供企業與

學習大眾快速、全面的服務，進而協助學習者達到知識經濟、文化經濟、追求卓越、快樂成

長的學習目標！ 

  

▌課程價格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長度（分鐘） 

NT$60,000/半年 

 
新進員工必修課程 

1. 卓越當責力~認識當責 42 

2. 正向思考 不抱怨的人生 63 

3. 讓自己更好的 10 種方法 68 

4. 壓力管理與壓力釋放 79 

5. 職場情緒管理 68 

6. 職場倫理與工作態度 68 

NT$90,000/半年 

 

業務面對客戶的必

修課程 

1. 業務洞察力~FBI 肢體語言讀心術 130 

2. 高效簡報攻心術 104 

3. 顧客滿意與抱怨處理 63 

4. 服務心、同理心與溝通技巧 69 

5. 雙贏談判力 越談越有利 133 

6. 快速成交秘笈大公開 80 

NT$75,000/半年 
業務行銷力必修課

程 

1. 顧問式行銷~業務銷售說服力 56 

2. 超級銷售六部曲 68 

3. 電話行銷技巧 83 

4. 人際行銷~搞定人就搞定業績 80 

5. 數位策展力 40 

NT$60,000/半年 
業務自我管理的必

修課程 

1. 高效時間管理術 54 

2. 客戶管理與顧客心理學 65 

3.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62 

4. 曼陀羅思考法 王牌工具心智圖 112 



 

NT$120,000/半

年 

門市經營的套裝課

程 

1. 卓越當責力~認識當責 42 

 
 

2. 持續改善 直到最好~PDCA 循環管理 46 

3.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62 

4. 主管的培育之責－OJT 提升部屬工作效能 100 

5. 員工的諮商與輔導技巧 52 

6. 數位策展力 40 

7. 客戶管理與顧客心理 65 

8. 服務心、同理心與溝通技巧 69 

9. 顧客滿意與抱怨處理 63 

NT$100,000/半

年 

Lean 精實管理 10

堂課 

1. 精實管理 1: 打破管理舊思維 

370 

2. 精實管理 2: 現場 6M 法綜術 

3. 精實管理 3: 精實管理之效 

4. 精實管理 4: 主要管理事項 

5. 精實管理 5: 現場管理 175 條 

6. 精實管理 6: 5 問為什麼 Why(上) 

7. 精實管理 7: 5 問為什麼 Why(下) 

8. 精實管理 8: 精實的佈局與結局 

9. 精實管理 9: 現場管理主要工具 

10. 精實管理 10: 精實品質管理育成 

NT$200,000/半

年 

稱職幹部的精選課

程  

1. 活用 OKR~打通企業任督二脈  74 

2. 員工的諮商與輔導技巧  52 

3. 商品開發輕鬆上手 50 

4. 敏捷管理輕鬆上手  46 

5. 商業分析輕鬆上手 75 

6. 專案管理輕鬆上手 65 

7. 跨部門溝通協調與衝突管理  52 

8. 每天都要用到的系統化問題分析與解決 69 

9. 主管的培育之責－OJT 提升部屬工作效能 100 

10. 領導力~說故事領導  55 

11. 中階主管如何承上啟下做好管理  59 

12. 有效會議召開  70 

13.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62 

14. 企業如何做好調研診斷 97 



 

15. 員工的諮商與輔導技巧 52 

NT$40,000/半年 

 

ESG 永續企業系列

課程 

1. ESG 發展現況及趨勢 44 

2. ESG 永續報告書的揭露與評等 51 

3. ESG 的行動指引與實踐 5 步驟 14 

4. ESG 從認識到落實執行(精華版) 75 

NT$75,000/半年 
績效管理精選必修

課程 

1. 持續改善 直到最好(活用 PDCA) 46 

2. 活用 OKR-打通企業任督二脈 74 

3.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62 

4. 每天都要用到的系統化問題分析與解決 69 

5. 你是部屬最佳教練－績效管理與面談技巧 92 

 

▌課程簡介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新進員工必修

課程 

卓越當責力~認識當

責 

建立個人與組織團隊的當責力，讓組織成員不僅認識當責，更能活

運當責、落實當責；把當責力轉換為執行力、生產力與建立組織的

當責文化…廖文福老師每年上百場的職場講座及企業內訓經驗，更

有豐富的經營與管理經歷，故事性、 輕鬆性的解說個人到團隊到

組織的當責力建構，深入淺出教導大家方法與工具，值得大家深入

研習。 

正向思考 不抱怨的

人生 

一個人是否會快樂，取決於使否找到人生的價值、成就、自信，隨

著科技愈來愈發達，但是大不分的人內心愈來愈匱乏，甚至找不到

生活的意義以及自信，斜槓開始成為了許多人的救贖，換個環境、

換個方式、換個項目找尋人生新的機會點 

讓自己更好的十種

方法 

講師藉由多年的演講經驗，條列式的方式更容易吸收。 

講師投資到自己的大腦上超過百萬，這堂課是理論經由實務驗證的

精華。講師多年在台灣、東南亞演講，能夠更加廣泛的以例子來分

享給大家。 

壓力管理與壓力釋

放 

每個人承受壓力、認定壓力與處理壓力的方式皆不相同，處於壓力

的階段也都不同，每天都面對各種大大小小的壓力，學習如何看待

壓力並用正確的方式達到自我紓壓，將會幫助你擁有更快樂、更健

康的時光。楊惠玲老師喜歡變換不同的腳步，對社會工作及生命的

探索充滿熱忱。轉任許多企業領域，常於各大企業演講，擅長從生

活面切入，分析個人成長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楊老師用他豐富的經

驗，切入到每個人的心中。 

職場情緒管理 人生經營能否成功，溝通能力佔高達 80%的比重，所以人際溝通對

人生、事業、家庭、愛情的成敗影響極大，想追求成功的人一定要

下功夫好好研習人際互動技巧。為了溝通能致勝，說服與談判技巧

更顯重要。每年上百場的講座及企業內訓，郭育志老師機智幽默的

解說你我在人際關係中時常呈現的不良習性，深入淺出教導大家成

功溝通的技巧，值得大家深入研習。 



 

職場倫理與工作態

度 

職場倫理引導我們認識群我關係，在團隊中發展自我。建立正確工

作態度，掌握職場文化，樂在工作。本課程兼顧知識、技巧與態度

學習。切合職場人面對變革社會與職場現實之需求。將道德理論融

入故事與實務，讓學習深入淺出。 

業務面對客戶

的必修課程 

FBI 肢體語言讀心術 突破溝通盲點，肢體語言更真實。了解你的客戶、上司、部屬、另

一半究竟在想什麼。判別何謂實話，拒絕爾虞我詐。當溝通出現問

題時，如何讀懂對方的心理話，才是必勝的關鍵。本課程運用大量

圖片範例，與生活息息相關。並針對各種腳色的案例提供破解手

法。演講風格幽默風趣，內容架構嚴謹紮實，能夠結合理論與實務

並以系統化的學習步驟循序漸進的呈現，完整涵蓋了態度、知識、

技巧的黃金三角，讓學員們不只學到專業知識，更能落實在生活和

工作上。本課程建議搭配實體課程，效果更加卓越。 

高效簡報攻心術 公開簡報，對很多人而言是一項艱難的挑戰，而在工作中又必須面

對，更要命的是每次的公開簡報，還擔負著商業使命以及目標期

待。每個人一生當中，總會遇上一次至關重要的簡報。「說話」，是

把訊息傳到別人「耳朵」的過程，多數人都可以輕鬆的說話。但是

好的「簡報」，應該是把訊息傳到別人「腦袋」，並讓觀眾買單你所

闡述論點的過程。它不只考驗簡報者的口條、膽量、台風，更需要

有邏輯、有高度的思維。本課程建議搭配實體課程，效果更加卓

越。 

顧客滿意與抱怨處

理 

過去，在經營者的觀念中顧客一抱怨，經營者總是認為他們在找麻

煩，而且只認識到了抱怨給經營者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實際上這種

觀念是偏頗的。從某種角度來看，顧客的抱怨實際上是企業改進工

作、提高顧客滿意度的機會。建立顧客的忠誠是現代企業維持顧客

關係的重要手段，對於顧客的不滿與抱怨，應採取積極的態度來處

理消費者的抱怨，對於服務、產品或者溝通等原因所帶來的失誤進

行及時補救，能夠幫助企業重新建立信譽，提高顧客滿意度，維持

顧客的忠誠度。 

服務心、同理心與

溝通技巧 

服務時代來臨，製造業也是服務業。當主要商品沒占優勢時，服務

的系統與服務能力更顯重要，除了科技服務外，人的服務心、同理

心與溝通技巧更是關鍵所在！廖文福老師每年上百場的職場講座及

企業內訓經驗，更有豐富的經營與管理經歷，故事性、輕鬆性的解

說服務心、同理心與溝通技巧，深入淺出教導大家方法、觀念與知

識點，值得大家深入研習。 

 

雙贏談判力 越談越

有利 

結構完整，邏輯清晰：深入淺出，化繁為簡地解析談判的定位，元

素，及談判流程！ 

課程內容及論述生動有趣，易懂實用，讓你現學現賣，即學即用！ 

談判心態與技巧並重：以實用的 DISC 測驗，剖析談判者的性格與

態度，了解彼此優缺點，搭配談判技巧運用的攻防，雙管齊下，讓

談判無往不利！ 

著重談判的溝通說服：加強同理心的訓練，讓您在談判桌上鉅細靡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E6%BB%A1%E6%84%8F%E5%BA%A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2%9F%E9%80%9A


 

遺，有效地打開對方心門，建立親和感，開啟雙贏談判的契機。 

談判實務與案例的深度解析。 

 快速成交秘笈大公

開 

業務最享受的，就是成交的當下！但在成功之前，中間與客戶溝通

的過程，短則幾天、長則近年，到底該如何讓心動又遲遲未行動的

客戶答應成交？ 

本課程協助您深度了解顧客需求，建立信賴關係，輔與情境式有效

的溝通技巧，適時提出成交價值，幫助您快速締結成交！ 

業務行銷力必

修課程 

顧問式行銷~業務銷

售說服力 

這是一堂不只屬於業務的銷售技巧課程。銷售的本質是「說服」，

說服他人採取行動。因此任何腳色，無論是主管交代部屬，父母教

導孩童，都是一個銷售的過程。這堂課從經營客戶建立信任、顧問

式提問探詢需求、問題的處理到最後締結成交。從管理學與心理學

的角度出發，結合余建翰老師自身的實務經驗，讓學員不只學到觀

念知識，更能落實。 

超級銷售六部曲 結構完整，邏輯清晰：深入淺出，化繁為簡地解析談判的定位，元

素，及談判流程！ 

課程內容及論述生動有趣，易懂實用，讓你現學現賣，即學即用！ 

談判心態與技巧並重：以實用的 DISC 測驗，剖析談判者的性格與

態度，了解彼此優缺點，搭配談判技巧運用的攻防，雙管齊下，讓

談判無往不利！著重談判的溝通說服：加強同理心的訓練，讓您在

談判桌上鉅細靡遺，有效地打開對方心門，建立親和感，開啟雙贏

談判的契機。談判實務與案例的深度解析。 

電話行銷技巧 許多人在面對面銷售時，如魚得水；但在需要透過電話銷售時，卻

往往力不從心。千萬不要把「打電話」這件事神魔化，只要做好準

備，預想各種異議處裡的方法，便能成為電話高手。本課程從打電

話前的準備、開場到結尾，甚至如何在電話中「撩」顧客都不藏私

地給你工具，告訴你落實的方法。 

人際行銷~搞定人就

搞定業績 

在產品大同小異、或是產品並非必須要買的東西時，與客戶之間良

好的關係往往是成交的關鍵。經營顧客、了解顧客心理、做好人際

行銷是重要的關鍵，但是到底要怎麼做? 到底要注意哪些細節? 要

如何經營? 才是正確的方法與製藥的關鍵? 讓屈立楷老師在課程中

為您一一說明。 

數位策展力 隨著移動通訊的普及，社群平台、自媒體興起，消費者獲取資訊的

方式已然改變。 數位浪潮下，影音、口碑及社群行銷，成為行銷

策略中重要的一環。 然而，即時又多元化的互動管道愈開放，其

實也考驗著企業及行銷人員的智慧― 消費者即使身處實體世界，仍

在虛擬世界保持活躍，他們隨時都在打卡、上傳照片、撰寫評論。  

《數位策展》課程從「策展」的定義出發，鼓勵行銷人以最佳創意

策展人自期： 透過內容行銷，和消費者展開對話；透過社群聆

聽，關注消費者的內在需求；並以自帶流量的集客作法，建立有價

值的客戶關係。隨著移動通訊的普及，社群平台、自媒體興起，消

費者獲取資訊的方式已然改變。 數位浪潮下，影音、口碑及社群



 

行銷，成為行銷策略中重要的一環。  

然而，即時又多元化的互動管道愈開放，其實也考驗著企業及行銷

人員的智慧― 消費者即使身處實體世界，仍在虛擬世界保持活躍，

他們隨時都在打卡、上傳照片、撰寫評論。  

《數位策展》課程從「策展」的定義出發，鼓勵行銷人以最佳創意

策展人自期： 透過內容行銷，和消費者展開對話；透過社群聆

聽，關注消費者的內在需求；並以自帶流量的集客作法，建立有價

值的客戶關係。 

業務自我管理

的必修課程 

高效時間管理術 本課程運用專案式角度切入，可直接與工作連結。著重在可落地的

工具及方法。善用工具方法排序事情的輕重緩急。學會設定目標以

及達成的具體步驟，能夠運用專案管理的三大圖表掌控進度，最後

縮短執行所需時間並加速提升效率。達到在同樣的時間能夠創造更

多的結果。 

客戶管理與顧客心

理 

只要是從事銷售工作的人，手上都會分配到一些客戶。你對每個客

戶的手法，都是一樣嗎？朋友都會有分類和等級，客戶怎麼會沒有

呢？而顧客心理學，就是走進客戶心裡的銷售技巧！客戶的心理防

線，無非就是客戶對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也就是對銷售人員築起一

道心理長城，直接阻礙成交。因此，攻破客戶的心理防線 對成交

來說就顯得尤其重要。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美國馬利蘭大學管理學兼心理學教授愛德溫•洛克(Edwin A. Locke)

和休斯在研究中發現，外來的刺激  （如獎勵、工作反饋、監督的

壓力）都是通過目標來 影響動機的。                                     

目標本身就具有激勵作用，目標能把人的需要轉變為 動機，使人

們的行為朝著一定的方向努力，並將自己 的行為結果與既定的目

標相對照，及時進行調整和修 正，從而能實現目標。你也想嘗試

看看嗎?歡迎你也來加入學習的行列 

曼陀羅思考法 

王牌工具心智圖 

你想擁有像愛因斯坦一樣聰明的頭腦嗎? 

你渴望跟美國石油大亨洛克斐勒一樣擁有超過 3000 億美元財富嗎? 

你想跟奧斯卡金像獎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一樣發揮大腦天賦創造不朽

藝術傳奇嗎? 

你知道愛因斯坦、洛克斐勒、史蒂芬史匹柏都是猶太人嗎? 

你知道猶太裔人口雖然只佔全世界總人口的 0.2% 但是 … 

全世界諾貝爾獎得主所有得獎人數有五分之一是猶太人 

你想知道為什麼猶太人的表現為什麼會這麼傑出嗎?因為他們都都

能「掌握心、智、圖，破解成功密碼」， 

幫你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掌握大數據更加容易，財富滾滾而來長長

久久。 

門市經營的套

裝課程 

卓越當責力~認識當

責 

建立個人與組織團隊的當責力，讓組織成員不僅認識當責，更能活

運當責、落實當責；把當責力轉換為執行力、生產力與建立組織的

當責文化…廖文福老師每年上百場的職場講座及企業內訓經驗，更

有豐富的經營與管理經歷，故事性、 輕鬆性的解說個人到團隊到

組織的當責力建構，深入淺出教導大家方法與工具，值得大家深入

研習。 



 

持續改善 直到最好

~PDCA 循環管理 

按計劃執行總會失敗，所以不敢有太多自已的想法？個性急躁，總

想趕快行動、先做再說，快點產出結果？總覺得還有什麼沒想清

楚，想規劃的更仔細一點，以確保成功？屈立楷老師將自身長達近

20 年的實務經驗，讓你在這堂課了解 PDCA，並學會如何活用，讓

自己越來越好，解決職場與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難題。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美國馬利蘭大學管理學兼心理學教授愛德溫•洛克(Edwin A. Locke)

和休斯在研究中發現，外來的刺激  （如獎勵、工作反饋、監督的

壓力）都是通過目標來 影響動機的。                                     

目標本身就具有激勵作用，目標能把人的需要轉變為 動機，使人

們的行為朝著一定的方向努力，並將自己 的行為結果與既定的目

標相對照，及時進行調整和修 正，從而能實現目標。你也想嘗試

看看嗎?歡迎你也來加入學習的行列。                                    

主管的培育之責－

OJT 提升部屬工作

效能 

沒有過多的理論。以實務操作流程或步驟為主 

以講師講授、引導，學員討論、練習、報告等多種學習交互應用，

學以致用及教學相長。 

員工的諮商技巧與

輔導 

企業團隊最重要的組成條件是｢人｣，然而在追求目標導向的職場關

係裡，個體的需求、問題經常被忽略，導致團隊之間彼此「信任」

不足，影響整體績效。員工的能力與動機組成工作的績效表現，當

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影響的不僅 生活、人際，也包括工作

及團隊氛圍，因此了解員工是主管 與管理部門重要的職責。本課

程結合管理與輔導，藉此學習 如何協助員工面對問題與挫折，在

支持、同理與正向激勵的 信任關係中促進成長並解決問題。                        

數位策展力 隨著移動通訊的普及，社群平台、自媒體興起，消費者獲取資訊的

方式已然改變。 數位浪潮下，影音、口碑及社群行銷，成為行銷

策略中重要的一環。 然而，即時又多元化的互動管道愈開放，其

實也考驗著企業及行銷人員的智慧― 消費者即使身處實體世界，仍

在虛擬世界保持活躍，他們隨時都在打卡、上傳照片、撰寫評論。 

《數位策展》課程從「策展」的定義出發，鼓勵行銷人以最佳創意

策展人自期： 透過內容行銷，和消費者展開對話；透過社群聆

聽，關注消費者的內在需求；並以自帶流量的集客作法，建立有價

值的客戶關係。 

客戶管理與顧客心

理 

只要是從事銷售工作的人，手上都會分配到一些客戶。你對每個客

戶的手法，都是一樣嗎？朋友都會有分類和等級，客戶怎麼會沒有

呢？而顧客心理學，就是走進客戶心裡的銷售技巧！客戶的心理防

線，無非就是客戶對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也就是對銷售人員築起一

道心理長城，直接阻礙成交。因此，攻破客戶的心理防線 對成交

來說就顯得尤其重要。 

服務心、同理心與

溝通技巧 

服務時代來臨，製造業也是服務業。當主要商品沒占優勢時，服務

的系統與服務能力更顯重要，除了科技服務外，人的服務心、同理

心與溝通技巧更是關鍵所在！廖文福老師每年上百場的職場講座及

企業內訓經驗，更有豐富的經營與管理經歷，故事性、輕鬆性的解

說服務心、同理心與溝通技巧，深入淺出教導大家方法、觀念與知

識點，值得大家深入研習。 



 

顧客滿意與抱怨處

理 

現代人講求快速，當消費者表現出沒有耐心，就容易出現客訴情

況，這時候面對客訴的處理方式就顯得格外重要。奧客越來越難

防，在盛怒的顧客面前，只能用同情和理解去化解。和氣、耐心以

及能力才是你唯一可用的武器。楊惠玲老師喜歡變換不同的腳步，

對社會工作及生命的探索充滿熱忱。轉任許多企業領域，常於各大

企業演講，擅長從生活面切入，分析個人成長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楊老師用他豐富的經驗，切入到每個人的心中。 

Lean 精實管理

10 堂課 

精實管理 1: 打破管

理舊思維 

吳文祥老師任職於中國與台灣各大企業的諮詢顧問師已有將近 40

年，豐富的實戰經驗，教您如何確實診斷企業，找出關鍵問題，如

何成立專案執行可行的精實法則，並且使用正確的工具，讓貴公司

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來發揮最大的效益。 

精實管理 2: 現場

6M 法綜術 

精實管理 3: 精實管

理之效 

精實管理 4: 主要管

理事項 

精實管理 5: 現場管

理 175 條 

精實管理 6: 5 問為

什麼 Why(上) 

精實管理 7: 5 問為

什麼 Why(下) 

精實管理 8: 精實的

佈局與結局 

精實管理 9: 現場管

理主要工具 

精實管理 10: 精實

品質管理育成 

稱職幹部的精

選課程 

活用 OKR~打通企

業任督二脈  

KPI 行之有年，但企業卻不再獲利？ 

原來，問題出在「為達成而達成」心態。 

活用 OKR，讓您找出事業面臨的關鍵問題點！ 

越早擺脫「字面上的數字」，越快提升企業績效！ 

什麼是 OKR 呢？ 全名為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標和關鍵

成果)，是一套定義和跟蹤目標及其完成情況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源

自 Intel 公司於 1999 年制定並實際執行，連 Google 都一直在使用

的目標管理系統，能夠將目標管理自上而下貫穿到基層。現在廣泛

應用於 IT、風險投資、游戲、創意等以項目為主要經營單位的大小

企業。 

員工的諮商技巧與

輔導 

企業團隊最重要的組成條件是｢人｣，然而在追求目標導向的職場關

係裡，個體的需求、問題經常被忽略，導致團隊之間彼此「信任」

不足，影響整體績效。員工的能力與動機組成工作的績效表現，當

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影響的不僅生活、人際，也包括工作及

團隊氛圍，因此了解員工是主管與管理部門重要的職責。本課程結



 

合管理與輔導，藉此學習如何協助員工面對問題與挫折，在支持、

同理與正向激勵的信任關係中促進成長並解決問題。 

商品開發輕鬆上手 本課程分為線上+線下部分，線上課程部分，主要介紹課程知識

點；線下課程部分，則以「互動式+體驗式學習｣為主，不僅增強課

間學習效果，更能讓學員回到公司後，能夠立即應用在工作場合 

敏捷管理輕鬆上手  互動式+體驗式學習，不僅增強課間學習效果，更能讓學員在下課

後能夠立即在工作場合，發揮”接地氣”的功效 

商業分析輕鬆上手 本課程分為線上+線下部分，線上課程部分，主要介紹課程知識

點；線下課程部分，則以「互動式+體驗式學習｣為主，不僅增強課

間學習效果，更能讓學員回到公司後，能夠立即應用在工作場合 

專案管理輕鬆上手 本課程分為線上+線下部分，線上課程部分，主要介紹課程知識

點；線下課程部分，則以「互動式+體驗式學習｣為主，不僅增強課

間學習效果，更能讓學員回到公司後，能夠立即應用在工作場合 

跨部門溝通協調與

衝突管理  

企業團隊最重要的組成條件是｢人｣，然而在追求目標導向的職場關

係裡，個體的需求、問題經常被忽略，導致團隊之間彼此「信任」

不足，影響整體績效。員工的能力與動機組成工作的績效表現，當

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影響的不僅生活、人際，也包括工作及

團隊氛圍，因此了解員工是主管與管理部門重要的職責。本課程結

合管理與輔導，藉此學習如何協助員工面對問題與挫折，在支持、

同理與正向激勵的信任關係中促進成長並解決問題。 

每天都要用到的系

統化問題分析與解

決  

提供可操作的流程與步驟。 

以案例、實例來解說。 

主管的培育之責－

OJT 提升部屬工作

效能 

沒有過多的理論。以實務操作流程或步驟為主 

以講師講授、引導，學員討論、練習、報告等多種學習交互應用，

學以致用及教學相長 

領導力~說故事領導  闡述說故事的意義及以一句話＆一段話分別來定義領導力。分享了

人才養成的心法與步驟，以呼應人才養成的必要性。 

到異地杜拜擔任合夥公司總經理，穩住合夥人關係＆公司正常運作

是為首要任務。將公司經營三板斧 – 結果目標、正確起手式、人

本管理導入實際案例，使成一全球的經典故事。就案例，結合自創

的說故事 7 大模版，更增輝煌。最終以「也可來個品牌故事」及從

「個人」、「主管」、「團隊」的角度切入來談領導、為課程下總結。 

中階主管如何承上

啟下做好管理  

從中階主管的重要性切入，沒有中階主管，高階會忙翻天，嚴重

者，無暇思考戰略願景，沒有辦法很有效地領導。職場晉升面面

觀，告訴您成為基層、中階、高階主管的條件差異何在 ?  

身負承上啟下之重責，所以領導的最佳位置在中階主管。再特別以

向上管理與向下管理九竅門做出教授傳承，可讓中階主管的角色扮

演一次性昇華到高點。 

有效會議召開  從中階主管的重要性切入，沒有中階主管，高階會忙翻天，嚴重

者，無暇思考戰略願景，沒有辦法很有效地領導。職場晉升面面

觀，告訴您成為基層、中階、高階主管的條件差異何在 ? 

身負承上啟下之重責，所以領導的最佳位置在中階主管。再特別以



 

向上管理與向下管理九竅門做出教授傳承，可讓中階主管的角色扮

演一次性昇華到高點。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美國馬利蘭大學管理學兼心理學教授愛德溫•洛克(Edwin A. Locke)

和休斯在研究中發現，外來的刺激（如獎勵、工作反饋、監督的壓

力）都是通過目標來影響動機的。  

目標本身就具有激勵作用，目標能把人的需要轉變為動機，使人們

的行為朝著一定的方向努力，並將自己的行為結果與既定的目標相

對照，及時進行調整和修正，從而能實現目標。你也想嘗試看看

嗎?歡迎你也來加入學習的行列。 

企業如何做好調研

診斷 

吳老師在數十年這課程總共超過 800 家企業實際調研診斷及超過

200 家企業實際輔導改善成功經驗, 並且在海峽兩岸超過三百場的

講座及企業內訓，吳文祥老師機智幽默的解說及實際經驗的診斷及

輔導案例 確實給各大企業獲得改善成果並在經營績效獲多家企業

長期受聘為經營管理顧問,並在課程當中實際案例分享改善的過程。 

員工的諮商技巧與

輔導 

企業團隊最重要的組成條件是｢人｣，然而在追求目標導向的職場關

係裡，個體的需求、問題經常被忽略，導致團隊之間彼此「信任」

不足，影響整體績效。員工的能力與動機組成工作的績效表現，當

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影響的不僅生活、人際，也包括工作及

團隊氛圍，因此了解員工是主管與管理部門重要的職責。本課程結

合管理與輔導，藉此學習如何協助員工面對問題與挫折，在支持、

同理與正向激勵的信任關係中促進成長並解決問題。 

ESG 永續企業

系列課程 

ESG 發展現況及趨

勢 

對 ESG 有興趣的企業人士或個人想可以快速上手 ESG 

ESG 永續報告書的

揭露與評等 

對 ESG 有興趣的企業人士或個人想可以快速上手 ES 

ESG 的行動指引與

實踐 5 步驟 

對 ESG 有興趣的企業人士或個人想可以快速上手 ESG 

ESG 從認識到落實

執行 

對 ESG 有興趣的企業人士或個人想可以快速上手 ESG 

績效管理精選

必修課程 

持續改善 直到最好

(活用 PDCA) 

按計劃執行總會失敗，所以不敢有太多自已的想法？個性急躁，總

想趕快行動、先做再說，快點產出結果？總覺得還有什麼沒想清

楚，想規劃的更仔細一點，以確保成功？屈立楷老師將自身長達近

20 年的實務經驗，讓你在這堂課了解 PDCA，並學會如何活用，讓

自己越來越好，解決職場與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難題。 

活用 OKR-打通企業

任督二脈 

KPI 行之有年，但企業卻不再獲利？原來問題出在「為達成而達

成」心態。越早擺脫「字面上的數字」，越快提升企業績效！什麼

是 OKR 呢？全稱為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標和關鍵成

果)。源自 Intel 公司，連 Google 都一直在使用的目標管理系統。

能夠將目標管理自上而下貫穿到基層。活用 OKR，讓您找出關鍵問

題點！本課程建議搭配實體課程，效果更加卓越。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 美國馬利蘭大學管理學兼心理學教授愛德溫•洛克(Edwin A. Locke)

和休斯在研究中發現，外來的刺激（如獎勵、工作反饋、監督的壓

力）都是通過目標來影響動機的。  



 

目標本身就具有激勵作用，目標能把人的需要轉變為動機，使人們

的行為朝著一定的方向努力，並將自己的行為結果與既定的目標相

對照，及時進行調整和修正，從而能實現目標。你也想嘗試看看

嗎?歡迎你也來加入學習的行列。 

每天都要用到的系

統化問題分析與解

決 

提供可操作的流程與步驟。 

以案例、實例來解說。 

你是部屬最佳教練

－績效管理與面談

技巧 

以實務操作流程或步驟為主，理論為輔。 

以講師講授、引導、練習等多種學習交互應用，學以致用及教學相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