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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創（就）業研習活動 

報名簡章 

為提升本市原住民族就業機會及產業競爭力，透過辦理原住民族創

（就）業課程研習、參訪、宣導等，建置本市原住民族產業及就業發展之

基礎及方向，提升族人相關知能及技能，創造產業競爭力及提升就業率。 

 活動目標  

一、 從創業到就職，成為經營管理者，針對不同階段規劃一系列完整講座，

以提升族人於業界上的競爭力。 

二、 新北特色農園工作坊，實地參觀新北市二處特色農園，並透過講師與

學員討論目前新北市農園營運之特色與優缺點後，希望能吸納本市年

輕原住民族人之創新提案想法，藉以激發農園未來規畫之創新點子，

一同打造新北農園之新願景。 

 課程及師資介紹： 

講師｜彭成義 

資歷｜國立空大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執行長，擔任勞動部微型創業

鳳凰計畫創輔顧問，原住民委員會、台北市勞工局、新北市勞工局等

創業顧問 

授課名稱｜創業適性評估，創業基本認識與準備 

講師｜林志名 

資歷｜曾任元大商業銀行副理，京城銀行業務主管，台北富邦銀行襄

理，為青創學院、台北市與新北市就服處等創業與管理顧問 

授課名稱｜創業計畫書撰寫技巧、企業管理要點：不可不知的財務規

劃 

講師｜徐偉翔 

資歷｜左撇子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執行長，凱因斯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墨爾本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專案經理，日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品牌行銷

顧問 

授課名稱｜企業經營奠基：工商登記與稅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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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沈奕妤 

資歷｜印花樂品牌共同創辦人暨設計總監 

授課名稱｜品牌 0→1：運用文化蘊底與品牌結合 

講師｜董政樵 

資歷｜區塊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布爾喬亞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公關顧問，左撇子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行銷總監，火星計劃股份有限公

司行銷副理 

授課內容｜因應社會脈動，調整行銷策略 

講師｜翁立士 

資歷｜火星人計畫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慧工程師 

授課內容｜讓網站成為事業的好幫手、快速建置網頁：結合電子商務

運用 

講師｜陳睨 

資歷｜讓狂人飛知識內容總監，Hahow好學校專案開發經理，雜學校

策展執行，現為自由接案講師 

授課內容｜簡報前導技巧 

講師｜陳薇婷（烏蘇拉） 

資歷｜曾任耐特網路有限公司資深人資，鉅頂有限公司專案人力資源

管理師，微軟生涯體驗營履歷健檢師，現經營《職業療癒烏蘇拉》（粉

絲數：7,000 +） 

授課名稱｜求職實戰：面試與履歷準備 

講師｜謝素月 

資歷｜瑪弗魯佛工藝坊負責人 

授課名稱｜Lipahak 農園參訪 

講師｜馬燕萍 

資歷｜曾任文化部原住民文化村落發展計畫協同計畫主持人，勞動部

培力就業方案「原食原藝夢工廠創業輔導計畫」計畫主持人，現為原

風禮坊有限公司負責人，桃園原住民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授課名稱｜新北農園願景規劃提案工作坊、成果簡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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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原住民勞動權益與職災防制宣導教育 

講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協派 

課程｜金融知識宣導活動 

講師｜金融研訓院選派 

 課程時間與內容： 

一、創就業暨經營管理課程 

日期 時段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9/12 

（日） 

10:00-12:00 A-1 
創業適性評估： 

創業基本認識與準備 
彭成義 

13:00-15:30 A-2 創業計畫書撰寫技巧 林志名 

16:00-17:30 A-3 
企業經營奠基： 

工商登記與稅務管理 
徐偉翔 

19:00-21:00 A-4 
如何因應社會脈動調整 

行銷策略 
董政樵 

9/18 

（六） 

10:00-12:00 A-5 
企業管理要點： 

不可不知的財務規劃 
林志名 

13:00-15:00 

A-6 

讓網站成為事業的好幫手 

翁立士 

15:30-17:30 
快速建置網頁 

結合電子商務運用 

9/25

（六） 
15:00-17:30 A-7 簡報前導技巧 陳睨 

9/29

（三） 
13:30-16:00 A-8 

校園專場【亞東科技大學】 

品牌 0到 1： 

運用文化底蘊與品牌結合 

沈奕妤 

10/5

（二） 
13:00-15:00 A-9 

校園專場【醒吾科技大學】 

求職實戰： 

面試與履歷準備 

陳薇婷 

二、金融知識宣導活動 

日期 時段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9/12

（日） 
18:30-19:00 B-1 理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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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9/25

（六） 
14:00-15:00 B-2 金融科技 

 

 

金融研訓院 

派任講師 
9/29

（三） 
13:00-13:30 B-3 

校園專場【亞東科技大學】 

理財規劃 

9/30

（四） 
18:00-19:00 B-4 

校園專場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講題待定） 

10/19

（二） 
13:30-14:30 B-5 

校園專場【醒吾科技大學】 

基礎金融知識 

三、青年農事體驗及就業能力訓練暨原住民勞動權益與職災防治宣導 

日期 時段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9/25

（六） 
9:00-13:00 C-1 

Lipahak 農園參訪 

宣導：職業災害權益 
謝素月 

9/26

（日） 
9:00-16:00 C-2 

新北農園提案工作坊 

宣導：勞動法令 
馬燕萍 

10/2

（六） 
13:30-16:00 C-3 

成果簡報提案 

宣導：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假與相關權益問題 

馬燕萍 

※注意事項：本青年農事就業能力訓練暨原住民勞動權益與職災防治宣導教育課程須

全程參與，始能參與成果簡報提案及獲得提案獎品（金）之資格。 

 招收對象： 

 創就業暨經營管理課程及金融知識宣導活動：設籍本市或於本市

就學、就業及預計創業之原住民族人（無年齡限制）。 

 青年農事就業能力訓練暨原住民勞動權益與職災防治宣導教育：

年滿 18 歲至 40 歲以下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學、就業之原住民族

人。 

 課程人數：15-25人，依課程與教室人數規劃不同，額滿為止。 

 辦理地點： 

校園專場講座：分別於醒吾科技大學、亞東科技大學、馬偕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辦理。 

9.12整日、9.18早上課程：板橋職訓教室（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21巷 2號） 

9.18網頁實作：赫綵設計學院板橋學院（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3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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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課程：四婁 Café（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126巷 21 號 4樓） 

 課程費用：免費。 

 報名期間：即日至上述課程開課前三日 23:59止（如欲報名 9/12之課

程之學員，請於 9/9 23:59 前完成報名，以此類推），報名成功者將以

電子信件通知錄取學員，並於活動前一天電話提醒。 

 報名方式（擇一即可）： 

 線上表單報名：https://www.surveycake.com/s/2xM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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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e@directeam.com.tw。（寄件後請來電確認完成

報名手續）。 

 紙本報名：請填寫紙本報名表後，將報名表寄至（105）臺北市松山區

復興南路一段 43 號 3 樓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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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相關問題可洽杜拉克整合行銷有限公司，連絡電話：0989-169-426，

或新北市政府原民局，連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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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urveycake.com/s/2xM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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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0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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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所需） 身分證字號             （保險所需） 

族別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報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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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

連絡電話 
 

備  註 

1. 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及相關電子檔e-mail至

joanne@directe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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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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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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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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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