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創新原升力】新北市原住民族創（就）業研習系列活動
報名簡章
為提升本市原住民族就業機會及產業競爭力，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今
（111）年度特別辦理「創新原升力」系列課程，以「原民產業人才研習，升級創
新原生力」為目標，讓原住民青壯年就業、從事原住民文化傳承之技藝工作者、
自營者或新創業者，把握企業管理、數位人才培育與職能提升的機會，迅速接軌
國際數位市場的新契機，在自己的工作中，融合數位行銷，展現原住民族文化獨
特的內涵及豐沛的能量，創造更堅固的產業競爭力及就業率！
 活動目標
一、優化原住民族產業人才，並增強職場趨勢應備之數位機濟相關能力，進而
創造漣漪型經濟動能。
二、培育原住民族產業經營管理人才，以「做中學、學中做」策略，填補產業
人才缺口。
三、輔導原住民族新創事業策略，並尋求妥適之商業模式，養成健全的財務管
理與稅務管理，以穩固創業基礎及深化產業根基。
四、因應後疫情時代產業環境變化，善用原住民族特色產業優勢，讓舊時代接
軌上新時代的轉變，拓展行動質量，正式進入數位經濟世代。
 課程及師資介紹：
講師｜林聖修
資歷｜丞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台灣智慧主管交流協會/專業顧問。
授課名稱｜【簡報美學心法】打造完美視覺化簡報、展現魅力的簡報演講技巧、
【創意策略】做好品牌、寫好故事
講師｜曾秀微
資歷｜光懿創意經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行銷總監、多圓廣告行銷有限公司品牌
創意行銷總監。
授課名稱｜自媒體品牌經營策略
講師｜周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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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明景法律事務所資深法務經理、焦唐楓實業實業有限公司策略兼法務
長、立達國際法律事務所營運長、英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經理 、台北海
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
長。
授課名稱｜勞動權益輕鬆學，保護自身勞工權益
講師｜鐘曉雲
資歷｜創才顧問服務有限公司負責人、DSITC 昕禾文創教育(股)公司專任講
師、網路節目【直播研究室】製作人&主持人。
授課名稱｜疫後新經濟，網路直播玩出影響力
講師｜陳瓊華
資歷｜恩卓國際有限公司顧問、泛醉俱樂部&益讀俱樂部創辦人暨召集人。
授課內容｜數位轉型，掌握 FB 社群戰略經營心法
講師｜尤天鳴
資歷｜文化部 111 年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審查委員暨輔導老師、美和科技
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授課內容｜職場關鍵說話術，掌握溝通魅力
講師｜林佳蓁
資歷｜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顧問、新北市政府創業諮詢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顧問&講師。
授課內容｜【創業適性評估】從性格發現你的創業潛能、【夯創業】如何撰寫
有吸引力的創業補助計畫書
講師｜王瑟琴
資歷｜前瞻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授課名稱｜不懂財務知識，別想申請到創業貸款、賺到錢！、看懂財報及成本
分析，找出創業經營獲利決勝
講師｜關登元
資歷｜得來素蔬食連鎖共同創辦人、青創協會講師、
《成功開店計畫書》作者。
授課名稱｜數位轉型從 0 到 1，電商致勝，發現你的線上商機
講師｜黃經宙
資歷｜企管顧問公司講師、成功管理學院&文化大學推廣教育&實踐大學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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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講師。
授課名稱｜【創業夥伴攻略】教你如何建立高戰鬥力的行銷團隊
講師｜黃永猛
資歷｜經濟日報<談判秘笈>專欄作家、專業顧問、談判溝通行銷專業講師、
W&G 水鑾行銷廣告總經理、BNSC 業務談判研究中心主持人、行政院勞委會
核心職能合格講師。
授課名稱｜【銷售魅力學】掌握業績銷售長紅的秘訣
課程｜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座談會
內容｜數位科技行銷與電商品牌
課程｜金融知識宣導活動
內容｜借貸信用與收支管理、金融消費保護知識
 課程時間與內容：
一、就業能力教育訓練暨原住民勞動權益與職災防治宣導
日期

10/15
（日）

10/16
（六）

時段

課程名稱

講師

09：30-11：30

【簡報美學心法】打造完美視覺化簡報

林聖修

11：30-12：00

信用與借貸

13：00-15：00

展現魅力的簡報演講技巧

15：00-15：30

收支管理

16：00-18：00

職場關鍵說話術，掌握溝通魅力

尤天鳴

19：00-21：00

勞動權益輕鬆學，保護自身勞工權益

周建誠

09：30-11：30

疫後新經濟，網路直播玩出影響力

鐘曉雲

13：00-15：00

數位轉型，掌握 FB 社群戰略心法

陳瓊華

16：00-18：00

自媒體品牌經營策略

曾秀微

金融研訓院
林聖修
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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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貸款創業輔導與管理課程
日期

10/15
（日）

時段

課程名稱

講師

09：30-11：30

【創業適性評估】從性格發現你的創業潛
能

林佳蓁

11：30-12：00

信用與借貸

13：00-15：00

【夯創業】如何撰寫有吸引力的創業補助
計畫書

15：00-15：30

收支管理

16：00-18：00
19：00-22：00
09：30-11：30

10/16
（六）

13：00-15：00

金融研訓院
林佳蓁
金融研訓院

不懂財務知識，別想申請到創業貸款、賺
到錢！
看懂財報及成本分析，找出創業經營獲利
決勝
數位轉型從 0 到 1，電商致勝，發現你的
線上商機
【創業夥伴攻略】教你如何建立高戰鬥力
的行銷團隊

王瑟琴
王瑟琴
關登元
黃經宙

19：00-21：00

【創意策略】做好品牌、寫好故事！

林聖修

19：00-21：00

【銷售魅力學】掌握業績銷售長紅的秘訣

黃永猛

三、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座談會
日期

時段

10/16
（日）

16：00-18：00

課程名稱
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座談會：
數位轉型．地方創生．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暫定）

 招收對象：
 新北市原住民族企業之負責人或經理人。
 設籍、就業於本市之欲就業、創業或以發展相關事業體之原住民族學生及
市民。
 對本系列課程有興趣之市民朋友。
 課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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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業能力教育訓練/原民勞動權益與職防治宣導教育：每班 25 人，5 人備
取。
2、原住民族貸款創業輔導與經營管理課程：每班 20 人，5 人備取。
3、金融知識宣導：每班 20 人，5 人備取。
4、經濟發展座談會：65 人，5 人備取。
5、企業參訪：20 人，5 人備取。
 辦理地點：亞東科技大學（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58 號）。
 課程費用：免費。
 報名期間：即日至 111 年 10 月 12 日止，報名成功者將以於開課前三日電子
信件通知錄取學員。
 報名方式（擇一即可）：
1、 Email 報名：請下載招生簡章及報名表（詳如附件 1），填寫完畢後將報
名表 Email 至 guanyi17go@gmail.com。（寄件後請來電確認完成報名手
續）。
2、 紙本報名：請填寫紙本報名表後，將報名表寄至（104）臺北市中山區新
生北路三段 25 巷 40 號 5 樓（新北原住民創就業研習活動小組收）
，或寄
至（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6 樓（新北市政府原民局賴
先生收）。
3、 線上報名連結：https://reurl.cc/O4rvxX


課程洽詢：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透過下列方式。
1、 LINE ID：@guanyi17go
2、 電話：02-25866645（周一~周五 09:00~17:00）蘇小姐/林小姐
新北市政府原民局 02-29603456 分機 3986

賴先生

3、 電子郵件：guanyi17go@gmail.com


因 COVID-19 疫情之影響，本局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
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網頁。

 本單位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僅作為「辦理活動相關事宜」之用，並遵守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障您的個人資料（附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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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1 年度【創新原升力】新北市原住民族創（就）業研習活動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手

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保險所需）

（保險所需）

族別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我願意報名全部的課程及活動，請於上課時間前通知我。
□ 我希望報名部分課程及活動（請繼續填答）：

一、就業能力教育訓練暨原民勞動權益與職災防治宣導(可複選)：
□ 10/15(六)09:30-12:00｜【簡報美學心法】打造完美視覺化簡報/金融知識
宣導-信用與借貸
□ 10/15(六)13:00-15:30｜展現魅力的簡報演講技巧/金融知識宣導-收支管
理
□ 10/15(六)16:00-18:00｜自媒體品牌經營策略

報名課程
*同一時段僅能報
名其中一堂

□ 10/15(六)19:00-21:00｜勞動權益輕鬆學，保護自身勞工權益
□ 10/16(日)09:30-12:00｜疫後新經濟，網路直播玩出影響力/金融知識宣導
-金融消費保護知識
□ 10/16(日)13:00-15:00｜數位轉型，掌握FB社群戰略經營心法
□ 10/16(日)19:00-21:00｜職場關鍵說話術，掌握溝通魅力

二、原住民族貸款創業輔導與管理課程(可複選)：
□ 10/15(六)09:30-12:00｜【創業適性評估】從性格發現你的創業潛能/金融
知識宣導-信用與借貸
□ 10/15(六)13:00-15:30｜【夯創業】如何撰寫有吸引力的創業補助計畫書
/金融知識宣導-收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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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六)16:00-18:00｜不懂財務知識，別想申請到創業貸款、賺到錢！
□ 10/15(六)19:00-21:00｜看懂財報及成本分析，找出創業經營獲利決勝
□ 10/16(日)09:30-12:00｜數位轉型從0到1，電商致勝，發現你的線上商機
/金融知識宣導-金融消費保護知識
□ 10/16(日)13:00-15:00｜【創業夥伴攻略】教你如何建立高戰鬥力的行銷
團隊
□ 10/16(日)19:00-21:00｜【創意策略】做好品牌、寫好故事！
□ 10/16(日)19:00-21:00｜【銷售魅力學】掌握業績銷售長紅的秘訣

三、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座談會：
□ 10/16(日)16:00-18:00｜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座談會
緊急聯絡人 /連
絡電話
1. 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及相關電子檔e-mail至guanyi17go@gmail.com。
備

註

2. 本課程免報名費，若不克前往請於事前一天進行取消。無故缺席多次者
將無法參與之後的講座及交流課程，亦無法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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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1.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下稱本局）為辦理《111 年度【創新原升力】新北市原住民族
創（就）業研習活動》
，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
本局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本同意書處理結束後轉入本局學員資料庫，並受本局妥善維護。
3.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請您詳讀下列本局應行告知事項：
（1） 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2） 蒐集之目的：主要提供師資人才培育計畫業務及後續相關資訊使用，另依個人資料通
知相關未來國內外培訓班、論壇、講座、研習營、工作坊及設計交流活動等，輔以本
局業務拓展及專案計畫所需。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含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地址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
之資料。
（4）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 111 年度開始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5）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6）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本局內部、與本局合作之官方及非官方單位。前述合作關係包含
現存或未來發生之合作。
（7）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用於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及傳真等。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
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如欲
行使以上權利，請洽執行單位 02-29603456 分機 3986。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局您的個人資料，惟您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局將無法提供
《111 年度【創新原升力】新北市原住民族創（就）業研習活動》之相關服務。

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並同意遵守相關事項，謝謝。
□同意

□不同意

此致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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