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優質人才學用培育課程
Talent Optimization Program

開課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學分 2學分

修課學生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授課教師：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葛傳宇 (與業界教師共同課程)
上課時間：每周四上午的10:10-12:00



TOP = Talent Optimization Program

2022 類別 主題 上課時數 負責單位 講師

C01 9/15 職場探索 課程說明 2 臺藝大 葛傳宇
C02 9/22 職場探索 TBC 2 臺藝大 葛傳宇
C03 9/29 職場探索 TBC 2 臺藝大 葛傳宇
C04 10/06 職場探索 職涯探索工作坊 (上) 2 104 王榮春
C05 10/13 職場探索 職涯探索工作坊 (下) 2 104 王榮春
C06 10/20 職場探索 職場實習常見勞資爭議法律實務 2 104 蘇宏文
C07 10/27 職場技能 數位力_社群經營與創意溝通 2 104 陳俐潔
C08 11/03 企業職能 企業授課: 媒體出版_城邦墨刻 2 企業 | 104 林開富
C09 11/10 企業職能 企業授課: 外商高科技_惠普資訊科技 HP 2 企業 | 104 蔡文宜
C10 11/17 企業職能 企業授課: 電子商務_PCHOME 2 企業 | 104 鐘紫瑋
C11 11/24 企業職能 企業授課: 教育創新_雜學校 2 企業 | 104 蘇仰志
C12 12/01 職場技能 Office使用技巧_Excel 資料分析與資訊視覺化(一) 2 104 蕭涵憶
C13 12/08 職場技能 Office使用技巧_Excel 資料分析與資訊視覺化(二) 2 104 蕭涵憶
C14 12/15 求職技能 如何撰寫履歷 2 104 晉麗明

C15 12/22 求職技能 如何準備面試 2 104 晉麗明

C16 12/29 求職技能 一對一履歷診療 2 104 Givers

C17 1/05 期末報告 分組專案提報+實習媒合 2 104 企業代表

C18 1/12 職場探索 新鮮人必備的職場倫理及溝通學 2 104 鍾文雄

【臺灣藝術大學_全球治理與法治】
2 學分課程
Thu, 10:10-12:00





蘇宏文

一零四資訊科技 法務長

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104獵才派遣事業群總經理

104管理總處總經理

宏茂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萬能、華夏專校兼任講師

#職場倫理 #公司治理
#職場勞資法律實務



陳俐潔

ETtoday 東森新媒體 社群中心 主任

• 維運百萬粉絲團的新聞社群編輯

• 聲林之王社群行銷

• 美妝Instagramer

#新聞媒體 #自媒體分享
#社群操作 #BeAGiver



林開富 #圖書雜誌編輯 #新聞採訪寫作
#知識課程經營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所屬墨刻出版總編輯

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 擅長媒體EP跨界整合

• 平面出版作品累積達120本以上，擁有中國旅遊雜誌編輯發
行的實務經營，電子書製作發行、繁簡體旅遊APP等創新的
數位媒體經驗；並在城邦墨刻講堂、PressPlay、自慢塾等
平台，推出受歡迎的線下實體、線上音頻視頻等課程。

• 產學實務教學經驗

• 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教授《新聞編輯實務》、《印刷媒
體廣告製作》兩門學期課。



蔡文宜 Gina Tsai

台灣惠普 (HP)  政府事務暨公共政策總監

Gina兼具法律人、科技人角色多年，長期協助國內外公司保護智慧財產

權，曾在台灣微軟公司法務暨公共政策部門服務十年後加入美商參數科

技有限公司(PTC)擔任亞太區資深知識產權協理。於2016年他勇於挑戰自

我，離開服務十多年的科技產業與企業法務角色，加入當時最夯的共享

經濟平台Airbnb負責跟台灣與香港政府協商短租市場開放與旅宿法規政

策鬆綁等議題。2021年加入HP Taiwan (台灣惠普)擔任政府關係與公共

政策總監，負責供應鏈管理與ESG等相關政策議題與倡議。

來自台灣美麗的後山的她，畢業於花蓮女中，取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

系及外國語文學系雙學位，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碩士學位，美國柏克萊

大學夏日學院智財專班，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博士。自2016年跨入觀光

旅遊與地方創生領域的她，除了積極推廣國際旅客來台，欣賞台灣山海

之美、體驗台灣熱情好客文化之外，目前也是花蓮、台東、基隆等縣市

的地方創生委員，帶領台灣觀光地方創生協會的志工們輔導分布於全台

各鄉鎮或部落的地方創生團隊。

#企業法務 #政策游說
#跨國工作 #ESG&CSR



鐘紫瑋 #策略發展 #綜效整合
#電商賦能
#勇敢前進的女力

PChome 綜效事業部協理

• 現為 PChome 綜效事業部協理，以發展集團、強化賦能服
務、擴大集團綜效為目標。

• 歷任 PChome 行銷本部總監，透過創新的行銷策略、創意、
說故事的行銷手法，帶領超過百人行銷團隊，突破創新！

• 與團隊努力共同獲得多項業界指標性獎項：
2021年

●動腦行銷傳播傑出獎 1金1銀3銅（如：年度傑出電商品牌 金獎）

●龍璽創意獎 1金3銀4銅1佳作（如：設計類/促銷產品設計 金獎、
創意電商類/零售和消費者提升 銀獎）

●4A創意獎 1銀1銅6佳作 （如：最佳數位互動創意獎 銀獎）

●DSA奇點獎 1銀2銅（最佳遊戲/置入娛樂獎 銀獎 )

●國家品牌玉山獎最佳人氣品牌獎

Dora Chung



蘇仰志 #教育創新 #跨領域
#品牌策展 #新創

雜學校創辦人

奧茲品牌策展有限公司執行長

雜學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有點胖有點幽默，創業六次失敗依然堅持追夢的熱血大叔，江湖人稱地瓜校長，因為創立了
一所不太乖的「雜學校」。

理想主義狂熱份子，擅長登高一呼，然後勇敢行動支持系統以外的各種創新。篤信可以用創
意解決社會問題，創造最大化的社會影響力進而推動變革。長期投身文化經濟、教育創新、
社會正義、永續環境等多元議題跨域連結，堅持用另類的姿態為下一代做點不一樣的事。

As chubby as he is witty, Ozzie, a middle-aged slashie who has left his six failed 
business attempts behind, keeps making strides on the path to his dream. He is also 
known as “Principal Sweet Potato” — due partly to his bulky figure and mainly to his 
founding of ZA-Share, an unconventional school that is set to revolutionize education 
as it is.

Ozzie is also a zealous learner who is not afraid to sound clarion call for innovations 
and actions outside the system. One of his strongest beliefs is that art holds the key to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s it is capable of creating social impact and thus achieving 
transformation. He is devoted to curat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mong 
cultural economy, innovative education, social design, SDGs and more.

Ozzie Su



蕭涵憶

Microsoft前端產品教育訓練專家

東海大學講師

連任14屆全球微軟最有價值MVP專家

資產管理與軟體授權企業教育訓練

著作從樞紐分析大數據分析

#工具書專家 #微軟教學
#技術顧問 #Office達人



晉麗明

一零四資訊科技 獵才招聘暨人才經營事業群資深副總經理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為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中高階獵才、職涯發展，
曾擔任管理雜誌華人500講師，各大上市櫃公司及經濟部等單
位訓練講師、多次受SEMICON Taiwan、工研院等單位邀約
分享產業發展趨勢研討專題講座、各大學院校職崖趨勢與規
劃講師，並於2005年起著有多本職場人才類書籍。

#人力資源 #教育訓練 #職涯諮詢
#產業趨勢 #職場倫理 #中高階人才



鍾文雄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暨人資長

社團法人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理事長

勞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系統(TTQS)評核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法學碩士

台灣日立(股)公司總務部人事課主管

台灣固網(股)公司人資暨行政管理處處長

信義房屋仲介(股)公司人力資源部執行協理

旺旺集團人力資源總處總處長

怡東集團人資長暨台灣松誼企管執行副總經理

#人力資源管理
#勞動法令 #人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