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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111年創易策略經營管理培訓專班簡章(108小時) 

 

一、 本課程宗旨與目的： 

學員將獲得「創易策略」對人生、家庭、各行各領域企業中的重要概念性知識，對人生、家

庭、企業管理以及發展有更清楚地認知，提升經營管理上的能力，提升創新及企業家思維。 

合作單位：通契範文教創易(股)公司 

 

二、 課程特色： 

1. 理論實務兼容：課程設計兼顧理論與實務，結合學界、業界專業師資群，系統性策劃獨家

課程內容，讓易經不再艱澀，可以融會貫通於人生、家庭、企業管理。 

2. 做中學：透過專利設計教具系統性深入淺出操作、模擬、實踐；體驗、體會、體悟多管齊

下，沒有易經基礎的學員也能輕鬆理解與應用、已有易經知識者亦可獲得不同切入觀點。 

3. 課程教學法多元：透過講座、分組討論、座談會、成果報告等形式，讓易經的創易策略深

入應用於各領域，並且透過討論觀察的過程習得他人應用經驗、廣結菁英、拓展人脈。 

 

三、 課程資訊： 

1. 課程日期：自 111 年 8 月 13日至 10月 23 日，18天共 108小時。 

2. 停課日期：中秋連假 9/10、9/11及雙十連假 10/8、10/9 停課 4日。 

3. 課程時間：每周六、日上午(9:00 至 12:00)及下午(13:30 至 16:30)。 

4. 招生對象：企業家、企業界各級主管及希望學習「預測與決策」知識的一般社會大眾。 

5. 課程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6. 主題一、主題二部分課程，可開放「實體」、「線上」同步進行，節省您寶貴的通勤時間！

研討座談會，考量學習成效，請務必現場參與。 

7. 收費標準：報名費 1,000元、學費 48,000 元、教材及雜費 1,000 元，共新臺幣伍萬元。 

8. 發證標準：參訓達 72小時以上且成績合格者本中心發予「推廣教育研習證明書」。 

9. 課表及上課時間詳見(附表一)，本課程總時數為 108小時，不開放旁聽。 

10. 若遇天然災害（颱風、地震、傳染性疾病）或人為災害（火災、停電）需停課，將以線上

上課或擇期補課為原則，補課時間與補課方式將另行通知。 

 

四、 師資介紹：  

1. 孫劍秋 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副校長、語文與創作學系專任教師 

2. 施純協 教授：前樹德科技大學副校長、校務發展委員會執行長、資訊學院院長、數位內容

研發中心主任、寶成工業公司研發及訓練中心執行長 

3. 劉宣谷 教授：本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教授 

4. 王維元 教授：本校進修推廣處處長、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5. 張朝清 教授：本校進修推廣處主任、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6. 江政達 教授：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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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詠能 教授：本校前進修推廣處處長、本校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8. 林振輝 總經理：旗訊科技公司總經理 

9. 賀照美 人資長：凱爾車業人資長 

10. 莊貴枝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所前所長

暨師資培育中心前主任、雲林縣自然農業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11. 向學堯 顧問：工業局工業合作計劃專案經理 

12. 呂文智 中醫師：中醫抗衰老醫學會事長 

13. 郭世清 教授：國防醫學院圖書館館長 

 

五、 其他說明： 

1. 報名方式(擇一)： 

(1)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9tx1e3wMtWyjSS4w9 

(2) 紙本報名：填寫會員申請及報名表(附表二) 

EMAIL至 pauline@mail.ntue.edu.tw、或傳真至(02)2736-2578。 

(3) 電話報名：(02)2732-1104 轉分機 82104、82110。 

(4) 現場報名：北教大推廣教育中心(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篤行樓 1樓 101室) 

2. 繳款方式：請匯款予通契範文教創易(股)公司 

(1) 銀行：(007)第一銀行敦化分行 

戶名：通契範文教創易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164-10-062389 

***匯款後請依照附表二報名表，提供對帳資訊。 

(2) 現場繳款：北教大推廣教育中心(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篤行樓 1樓 101室) 

3. 退費標準：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者，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第 17條辦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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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不退)。 

(2)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報名費不退)。 

(3)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亦不辦理保留。 

(4)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5) 本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4. 交通資訊：因校內停車位有限，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1) 公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復興南路）：237、295。 

(2) 公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和平東路）：15、15(區間車)、15(萬美線)、18、211、235、

284、284(直行)、3、52、662、663、685、72、和平幹線。 

(3) 捷運（文山內湖線-科技大樓站）：步行約 5分鐘至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4) 開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停車費 20元/時。 

 

掃描免填表 

快速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9tx1e3wMtWyjSS4w9
mailto:pauline@mail.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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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課表及上課時間 

主題一  易經智慧價值   課程時間：42 小時 (堂次 1~14：開放線上同步上課) 

堂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單 元 課 程 內容 授課 師資 

1 8月 13日 上午 基礎 開幕式及易經概說 A 開幕式及課程說明 B 易經概說 孫劍秋 副校長(施純協 教授代理) 

2 8月 13日 下午 基礎 經營管理策略 系統思考與元宇宙認知 孫劍秋 副校長(施純協 教授代理) 

3 8月 14日 上午 財務 投資與易經(一) 易經解卦方法 孫劍秋 副校長(劉宣谷 教授代理) 

4 8月 14日 下午 財務 投資與易經(二) 易經解卦原理 孫劍秋 副校長(劉宣谷 教授代理) 

5 8月 20日 上午 策略 策略思維 《策略思維》與《易經》智慧 王維元 教授 

6 8月 20日 下午 策略 組織思維 《組織思維》與《易經》智慧 張朝清 教授 

7 8月 21日 上午 基礎 易經智慧綜論(一) 數位轉型、三才綜論與《易經》智慧 施純協 教授 

8 8月 21日 下午 經營 系統思考 《系統思考》與《易經》智慧 張朝清 教授 

9 8月 27日 上午 經營 流程思維 《流程思維》與《易經》智慧 張朝清 教授 

10 8月 27日 下午 人資 領導統御策略 主管的領導角色與《易經》智慧 江政達 教授 

11 8月 28日 上午 人資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職涯探索工作坊與《易經》智慧 王維元 教授 

12 8月 28日 下午 行銷 行銷與企劃策略 消費者行為、品牌塑造與《易經》智慧 林詠能 教授 

13 9月 03日 上午 行銷 電子商務行銷策略 數位行銷通路、虛實整合銷售策略與《易經》智慧 江政達 教授 

14 9月 03日 下午 基礎 易經智慧綜論(二) 乾元知大始，坤元作成物，元結構智慧詮釋 施純協 教授 

*** 以上為暫定課表，本中心保有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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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創易策略案例操作及詮釋 課程時間：42 小時 (堂次 15~26：開放線上同步上課、27~28請實體參與) 

堂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單 元 課 程 內 容 授課 師資 

15 9月 04日 上午 

應用 

創易策略實戰 

【案例一】 

「電腦、資訊電信

科技 CIT」與「《易

經》智慧」互動案

例 

操作與詮釋一條龍 人類智慧（HI）之操作與詮釋 

林振輝 總經理 

施純協 教授 

16 9月 04日 下午 CIO之角色扮演 數位轉型中 CIT 如何發揮人類智慧價值 

停課 9/10、9/11 2日 國定連假停課 

17 9月 17日 上午 《易經》智慧之科技概念：數位轉型中易經智慧操作及詮釋 

18 9月 17日 下午 案例詮釋：運用案例之操作及詮釋 

19 9月 18日 上午 

應用 

創易策略實戰 

【案例二】 

創易策略在銷售工

作上之模擬操作及

詮釋價值 

發揮人類智慧：人類智慧在開發、銷售及服務上之模擬運用 

賀照美 人資長 

施純協 教授 

20 9月 18日 下午 人類智慧之開發：Pipeline 的人類智慧操作模擬及詮釋 

21 9月 24日 上午 人類智慧之銷售：操作執行之流暢性 

22 9月 24日 下午 人類智慧之服務：pipeline 之人類智慧循環價值 

23 9月 25日 上午 

應用 

創易策略實戰 

【案例三】 

創易策略如何導入

產業經營：有機農

業導入一條龍 

易經智慧導入(一)：有機農業發展智慧 

莊貴枝 教授 

施純協 教授 

24 9月 25日 下午 易經智慧導入(二)：在自然／生物動力農法之運用 

25 10月 1日 上午 易經智慧導入(三)：結合生物動力農法之價值 

26 10月 1日 下午 易經智慧導入(四)：如何導入農業永續經營？ 

27 10月 2日 上午 

研討 綜合研討 實戰案例分組綜合研討 

主持人：孫劍秋副校長、

施純協教授 

指導者：林振輝總經理、

莊貴枝教授、賀照美人

資長、向學堯顧問 
28 10月 2日 下午 

*** 以上為暫定課表，本中心保有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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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創易策略咖啡座談會   課程時間：24 小時 (堂次 29~36請實體參與) 

堂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單 元 課 程 內容 授課 師資 

停課 10/8、10/9 2日   國定連假停課  

29 10月 15日 上午 座談 綜合討論 座談計畫說明 主持人：施純協 教授、向學堯 顧問 

30 10月 15日 下午 座談 綜合討論 第 1組討論(第 2組觀摩) 
主持人：孫劍秋 副校長、施純協 教授 

指導者： 

林振輝總經理、向學堯顧問、郭世清館長 

31 10月 16日 上午 座談 綜合討論 第 1組討論(第 2組觀摩) 

32 10月 16日 下午 發表 綜合討論 第 1組每人提出報告(第 2組觀摩) 

33 10月 22日 上午 座談 綜合討論 第 2組討論(第 1組觀摩) 主持人：孫劍秋 副校長、施純協 教授 

指導者： 

莊貴枝教授、賀照美人資長 

郭世清館長(堂次 33-34)、呂文智中醫師(堂次 35) 

34 10月 22日 下午 座談 綜合討論 第 2組討論(第 1組觀摩) 

35 10月 23日 上午 發表 綜合討論 第 2組每人提出報告(第 1組觀摩) 

36 10月 23日 下午 結業 綜合討論與結業式 全體學員綜合討論與結業式 主持人：孫劍秋 副校長、施純協 教授 

*** 以上為暫定課表，本中心保有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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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報名表 

 

掃描 QRcode！ 

即可免填本表！ 

快速線上報名！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111D837創易策略經營管理培訓專班 111/8/13-10/23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住址 □□□ 

＊聯絡電話 日：（  ） 夜：（  ） 

＊行動電話  ＊LINE ID  
*課程 LINE群組使用。 

＊Email  
*開課時將以 Email 通知，請填寫常用郵箱。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行動電話  

學歷  產業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請問您是如何得知本課程訊息？【可複選】    謝謝您的告知！ 

□舊學員  □親友介紹 □傳單 □報紙廣告 □電子郵件 □教師研習網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本中心網站 □本校電子字幕看板 □本校海報布條公告 □本校校門口簡章 

【課程費用匯款資訊】 

 銀行：(007)第一銀行敦化分行 

 戶名：通契範文教創易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164-10-062389 

 課程費用：新台幣伍萬元整 

 如需現場繳費，請先來電預約繳費時間(電

話與地址如下資訊)。 

【＊完成匯款後，請填寫以下資訊俾利對帳】 

 ＊匯款時間：_____月_____日____時____分 

 ＊匯款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帳號末伍碼：□ □ □ □ □ 

 如需統編，請填寫公司名稱與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1. 填寫後請 mail 本報名表至：pauline@mail.ntue.edu.tw 

2. 聯絡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陳小姐 

電話：(02)2732-1104轉分機 82110、82104 

傳真：(02)2736-2578，傳真後請主動來電確認收件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篤行樓 1樓 101室 

辦公室營業時間：周一至周五 09:00 至 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