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旨 提供給想要追求新知、提昇視野，並拓展人際關係的企業婦女一個進修的絕佳機會 

上課地點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 南臺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 6 樓 E603 個案教學教室 

報名地點 
臺南市政府  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南臺科技大學 E609 商管學院辦公室、臺南市南臺老闆娘協會 

報名專線 
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電話：06-295-3281 分機 8140    傳真：06-298-2384 陳薇伊小姐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電話：06-253-3131 分機 5001 傳真：06-301-0977 劉俊宜小姐 
臺南市南臺老闆娘協會         電話：0915-586-059                    傳真：06-358-3679 高佩玉小姐 

課程內容 請參考課程表 

資格條件 

具備證件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所服務之公司行號設立於臺南市之企業女性負責人或負責人之配偶 

繳交證件：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吋照片一張 
(2)所服務之公司行號設立於臺南市之企業經理/主管職級女性人員 

繳交證件：除前款三項證件外，加繳在職證明正本（共四項） 
(3)戶籍設於臺南市之企業女性負責人或負責人之配偶或經理/主管職級女性人員 

繳交證件：同前款（共四項） 

招訓人數 50 人 

上課時間 110 年 4 月 13 日至 110 年 6 月 8 日 每週二、四 PM 18:40 ~ PM 21:30 詳見課程表 

費用 3,000 元(含材料費)  

注意事項 

1.缺課：缺課累計達(含)九小時以上時，不發給結業證明書。 
2.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內者，累積三次以缺課一小時計；遲到或早退十五分

鐘以上者，一律視為曠課。 
3.繳交學費：3,000元，其餘由中小企業處補助。 
※ 報名繳費後，若學員因故要求退費，依教育部之規定如下： 
 1.自繳費後至實際上課前，退還費用之七成。 
 2.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 1/3 者，退還費用之五成。 
 3.在班時間已逾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 
 請報名前慎重考慮。---若因故無法開班，將無息退還學費。 

報名方式 

1.簡章備索或上網下載(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http://idipc.tainan.gov.tw） 
(南臺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http://business.stust.edu.tw） 

2.報名繳交：費用、報名表、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吋照片一張、個人名片或在職證明正本。 
（費用 3,000 元於開訓報到時繳交） 

3.傳真及 Email 報名：傳真報名表至 06-3010977 或將報名表寄至 business@stust.edu.tw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額滿為止。 

      
  

 

※報名時請仔細詳閱以上說明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臺南市政府            協辦單位：臺南市南臺老闆娘協會 
主辦單位：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上課時間：110/04/13~110/06/08 每週二、四 
承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上課地點：南臺科大 E603 個案教學教室 

課次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     目 
講  座/ 
主持人 

1 4/13 (二) ＊報到(18:30-19:00) ＊開訓典禮(19:00-20:00)  ＊班會(20:00-21:00) 

2 4/15 (四) 18:40-21:30 市政建設及政府資源分享 李一道 

3 4/20 (二) 18:40-21:30 行動支付介紹與應用 洪崇文 

4 4/22 (四) 18:40-21:30 校園研產資源分享 張瑞星 

5 4/27 (二) 18:40-21:30 社交禮儀與美姿美儀 葉千綺 

6 4/29 (四) 18:40-21:30 自信魅力養成 陳月滿 

7 5/4 (二) 18:40-21:30 各式酒類品賞介紹(調酒教室 T602) 黃旭怡 

8 5/6 (四) 18:40-21:30 租稅規劃-財產繼承與贈與 宋金比 

9 5/11 (二) 18:40-21:30 長照資源分享 陳美珠 

10 5/13 (四) 18:40-21:30 精進廚藝-中式料理(中餐教室 T304) 胡永輝 

11 5/18 (二) 18:40-21:30 女性醫學保健 蘇守毅 

12 5/20 (四) 18:40-21:30 面相術與人際關係經營 孫瑞輿 

13 5/25 (二) 18:40-21:30 中草藥保健應用 陳俊凱 

14 5/27 (四) 18:40-21:30 車禍及常見民事糾紛調解 錢冠頤 

15 6/1 (二) 18:40-21:30 職業婦女之情緒管理 陳月滿 

16 6/3 (四) 18:40-21:30 生命靈數．數字密碼 葉叡緹 

17 6/8 (二) ＊報到 (18:30-19:00)   ＊結訓典禮(19:00-20:00) 

註：1.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內者，累積三次以缺課一小時計；遲到或早退十五分

鐘以上者，一律視為曠課。 
2.繳交費用：3,000 元，其餘由中小企業處補助。 
3.表定課程順序將再配合授課教師時間彈性調整。 



 

 

老闆娘學院報名表 照片浮貼處(輕貼即可) 

※報名表填寫不全者，不受理報名 

 

 
   學員編號：110S___________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車牌號碼 
(申請臨時停車證) 

                  □機車 
                  □汽車 

身份證字號  西元年生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是否上過 
老闆娘學院

課程 

□是(僅需黏填照片一張)       參加課程年度：                                        

□否(須繳交下列證件) 
1.企業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二吋照片一張 
4.在職證明正本(或名片) 

最高學歷  畢業狀況 □畢業      □肄業 

服 
務 
單 
位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服務部門  職  稱  

公司電話 （    ）                            分機 公司傳真 （    ）             

公司地址 □□□-□□ 

備    考 

1.缺課：缺課累計達(含)九小時以上時，不發結業證明書。 
2.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內者，累積三次以缺課一小時計； 

遲到或早退十五分鐘以上者，一律視為曠課。 
3.費用：3,000 元，其餘由中小企業處補助。 
4. 請完整填寫報名表後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報名。確認保留名額後，於開訓

典禮繳交本報名表正本（浮貼照片）、各項文件及費用。        

授權同意書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授權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與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為辦理老闆娘

學院課程之合理利用，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

處理個人資料，同意基於以上目的儲存、建檔、轉介、運用、處理本人所提

供之上述資料，其資料並得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永久保存及利用，

特立此書。     
此致 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立書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二吋照片一張】    
＊背面填寫姓名 
＊輕輕浮貼於本頁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