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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SEC表演式講師魅力-1(台上魅力班-企業講師級)】 招生簡章 

招生   
對象 

大專以上學歷，有授課經驗者優先 

授課  
師資 

侯建國 老師 
個人特色 
精研思考 - 右腦(顛覆) + 左腦(邏輯) 
擅長邏輯 - 釐清(複雜) + 歸納(關鍵) 
學歷/證照 
哥倫比亞大學組織心理學碩士 
巴拉圭國立外交學院研究所 
美國 New York Conflict Resolution Center 
美國 Raytheon 公司 Negotiation Skills Training(全球合格認證) 
美國 Behavioral Research Center 公司 業務診斷&訓練講師 
現職/經歷 

LAC(Logic Application Competency) 邏輯思考應用職能-全球培訓認證中心 創辦人 
CSI-Brain 邏輯思考訓練遊戲軟體 全球專案領導人 
思圖組織行為研究中心 Training Works Out International  
各大企業 策略&職能規劃顧問 
高雄市企業人力教育訓練發展協會 創辦人 
勞委會 訓練團、創業、訓練審查、在職勞工進修計畫、職能 3C 訓練計畫委員 
全球表演行為學院/思考力&業務行為研究中心 創辦人 
Project Manager Competency Development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全球中文版
翻譯召集人 

四大教學特色 

 具有診斷及講師魅力 

少數兼具講師魅力&顧問診斷力之雙棲專業(二十年以上經驗)。 

 具有教學設計之專業 

國內極少數出國深造相關科系，具教學系統設計之專業學歷。 

 具有 95-100 分滿意度 

平均學員滿意度為 95-100分(講師教學穩定度=學習績效保證度) 

（台積電-簡報課程-講師平均滿意度 100分，連續 9梯次不同階層&部門學員）  

（康寧-英文簡報-講師平均滿意度 97分，連續 6梯次相同階層&部門學員） 

 具有跨產業&國際觀之專業及經驗 

長期擔任業務/外交/顧問/經營等相關工作(不侷限於特定經歷) 

 (全球企業驗證=台積電/宏碁/鴻海/康寧/中華航空/HP/Canon..接近滿分之講師) 

職能訓練講座 

 中山大學國際 HR研究所-個人關鍵核心職能講座 -主講者 

 ASTD(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台灣區發表會-人才資本/全球訓練趨勢 -發表人 

職能/訓練主要相關資歷 

 為何訓練無效(Why training fails)系列文章 - 發表人/主講者 

 思圖訓練月刊 Active Training系列 - 發表人 

 ASTD(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台灣區發表會 人才資本/全球訓練趨勢- 發表人 

 TTQS計畫 IIP(英國職能訓練) - 南區規劃代表 

 職訓局 E-Pass 職能護照 - 南區召集人 

 台北市政府-主管才能 -主講人 

 台北市政府-人才發展 -主講人 

 公務人員 T&D 飛訊-撰稿人 

 人間衛視電視台邀請專訪(業務職能&大腦職能分析)-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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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期間 

107.11.27–108.01.08 週二晚間18 :30至21 : 30 (3小時)，共計 18 小時 

報名  
時間 

即日起至107年11月23日(五)止 

研習  
費用 

NT 3 500元 / 人 學員報名(侯老師的班級)兩班(含)以上者，可享學費折扣
500元優惠。 

報名  
方式 

現場報名可繳交現金  通訊報名請購買同面額之郵政匯票 

                            (匯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退費  
辦法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1.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班者，退還已繳學費九成。 
2.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半數。 
3.自實際上課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還學費。 
注意事項  
1.退費流程需約 2-3週。 
2.退費標準日期之認定，以本校收到書面退費申請表為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3.表格可至本校進修學院網站⇨「表格下載」⇨「企劃推廣組」下載。 
4.「具領人（申請人）簽章」欄位，請務必由本人簽名。 

課程注
意事項 

1. 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1/2，始可取得研習證書。  

2. 學員每堂出席皆須確實於課前簽到，如有缺課者，事後不提供補課。  

3. 若報名人數不足開班，本校保有停班或延期續招之權利。  
4. 課程如遇颱風是否停課，以高雄市政府宣布「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停課」為準 

 

聯絡  
方式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3661-3665（企劃推廣組），傳真電話 07-7110686。 

高師大網址：http://www.nknu.edu.tw/，進修學院 http://ccee.nknu.edu.tw/ 

       樂在高師進修  

 

 

 

 

 

 

 

★通訊報名注意事項★ 

購買匯票後，請先將「報名表」及「匯票」傳真至 07-7110686，並以電話確認收件，

以便取得【報名序號】。（匯票右下方空白處請註記班別、姓名，以茲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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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表演式講師魅力-1(台上魅力班-企業講師級) 

 

週 

次 

上課 

日期 

上課 

時間 

單元 

主題 

課程 

內容 

授課 

師資 

1 11 27 18:30-21:30 
你對學員 

之敏銳度 

 學生需要你的敏銳度 (Senses) 

 你缺乏哪些 sense? 

 缺乏敏銳度對講師魅力的影響  
侯建國 

2 12 04 18:30-21:30 
敏銳度 

影響因子 

 先天條件 :性格 /慣性 /家庭…  

 後天條件 :文化 /工作屬性 /專長

…  
侯建國 

3 12 11 18:30-21:30 
檢視你的 

敏銳度? 

 檢測你的講師敏銳度  

1.  看臉色 -學員情緒 (Mood) 

2.  嗅氛圍 -職場氣氛 (Atmosphere) 

3.  環境設備 (Environment) 

4.  自省功夫 (Introspection) 

侯建國 

4 12 18 18:30-20:30 
表達篇 

-口語- 

 用詞 -文字表達力                   

(精準度 /多寡度 /深淺度 ) 

 表演 -聲音表演力                         

(音質 /頻率 /速度 ) 

 架構 -說故事能力 (類比 /延伸 ) 

 影響 -問題 (回應 /創造 ) 

侯建國 

5 12 25 18:30-20:30 
表達篇 

-非口語- 

 特定形象定位  

(眼神 /表情 /儀態 /手勢 /走位 ) 
侯建國 

6 01 08 18:30-20:30 

關鍵 

教學流程 

表演 

 破冰關係 -Ice Break 

 建立領導 -Leadership 

 活動設計 -Activity 
侯建國 

※本學院保留課程、師資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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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SEC 表演式講師魅力-1(台上魅力班-企業講師級)】報名表 

序    號：                

收件時間：               
舊生(請填寫班別) :                   

郵政匯票號碼:                       

經手人：               (以上由本單位填

寫) 
 

相片黏貼處 

請實貼 1 吋脫帽 

半身正面照片 

姓名 

(本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公：        （分機：  ） 

宅：       通訊 

地址 

□□□ 
 

 

（請務必填寫，寄送研習證明書用） 

行動 

電話 
   

電子 

郵件 
 

得知 

課程 

訊息 

管道 

□1.傳單，得取地點：____________   □2.朋友轉知    □3.電子郵件    

□4.學校網站    □5.校門口跑碼燈 □6.廣告宣傳    □7.簡訊 

□8.大專院校推廣教育課程資訊網    □9.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10.其他：              

備註 
□需登錄公務員研習時數 □需登錄教師研習時數 □不需時數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誠摯邀請您成為本院雲端校友會之會員，日後將提供您相關校友會資訊及課程服務。 
惟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是否同意本院使用您上述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退費 

(因招生不

足或個人

因素不繼

續上課) 

1.退費資料限填學員本人金融機構帳戶；請務必填寫並確認無誤。 

2.退費須知請詳閱簡章之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3.請填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1)郵局局號：□□□□□□-□，郵局帳號：□□□□□□-□ 

或(2)其他金融機構 

機構代碼：        ，機購名稱：                ，分行別：          分行 

帳號：                          ，戶名：                     

4.報名者親筆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