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4月班期佈告欄

人權法制

1. 常用稅法實務研習班(B00204)

2. 民法債權一點通-專題實務講座(B00382)

3. 政府資訊公開與資料開放法制研習班(B00386)

人文環境

1. 自然生態研習營(BD0321)

2. 文化資產探索體驗營 (B00064)

3. 可食地景研習班(B00229)

4. 書樂飄香研習班(BD0250) 

資訊應用

1. Word初階基礎班(B00401)

2. 網路免費檔案搜尋與資訊辨識研習班(B00355)

3. 大數據分析應用基礎班(B00328) ----混成

4. Excel樞紐分析資料視覺化公務應用研習班(B00363)

5. Excel高階函數與統計圖表研習班(B00261) ----混成

6. 網頁設計基礎班(B00398)

7. 公務音樂與影片簡易剪輯研習班(B00326)

請於3月18日(星期一)前洽請所屬單位人事人員至本處「臺
北e大」之「實體班期專區」完成報名手續。



常用稅法實務研習班
瞭解稅務法規內涵，提升財稅規劃知能。

【課程大綱】
 2019年綜所稅新制介紹(含扣除額新制、股利所得申

報新制及注意事項)
 2019年5月報稅應注意事項與綜所稅節稅規劃
 購置不動產與父母資助子女購屋之稅務議題
 不動產節稅規劃
 遺產稅與贈與稅的課稅規定
 財產移轉節稅規劃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4月15日 (星期一) 6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鄭惠方(艾蜜莉會計師)

惠譽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艾蜜莉會計師的
異想世界」粉絲團版主、「教您聰明節稅」作者

【特色效益】

年年繳稅，卻仍搞不懂稅制規定嗎？本課程將讓大家瞭解｢2019
年綜所稅稅制規定、報稅注意事項、如何正確節稅，以及遺產贈
與稅課稅規定節稅規劃｣等內容，並輔以實例與圖解引述，讓您
輕鬆瞭解難懂的概念，以節省稅負，維護權益。

終身學習類別 法治教育

聯繫窗口 藍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55



民法債權一點通-專題實務講座

在法治國家，法律為生活與工作之基礎，而民法為
所有法律之基礎，本課程藉由理論與實務案例之結
合，除能提高學員對民法之基本概念與認知，亦能
使學員活用於生活與工作領域中。

【課程大綱】

 侵權行為

 生活契約

研習時間 4月19日 (星期五) 6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林芬瑜
亞太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

【特色效益】

以具體案例淺顯分析法律基本概念，讓學員能輕鬆理解枯燥難懂
之法律規定，快速掌握自己的權利，進而能運用、具體落實於生
活與工作中。

終身學習類別 法治教育

聯繫窗口 黃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72



政府資訊公開與資料開放
法制研習班

瞭解我國現行「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資料開放作
業原則」有關資訊公開及開放資料（open data）
等規定及限制，俾增進同仁執行公務之法制知能。
【課程大綱】

 政府資訊公開法概論與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公務機關辦理資訊公開及資料開放(open data)應注意

事項
 實務案例研討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4月24日 (星期三) 下午 4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劉后安
法務局法令事務科資深法務專員

【特色效益】

政府資訊之公開，是「陽光政府」、「開放透明」等施政理念之
具體展現，同時也被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現行法令加以規範。近年
來「開放政府資料」議題，更是民間及政府部門關切的施政重點。
本課程目標，即在提供相關法制知能，藉此瞭解政府機關可公開、
提供或開放之資訊內容及限制規定，俾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
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終身學習類別 法治教育

聯繫窗口 藍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55



自然生態研習營

北海岸是大臺北地區親海的最佳地點，數十萬年來的火山、
風化、板塊、人類活動，將北海岸儁刻成現在的樣子，讓
我們一起來走讀臺北後花園的海岸風土人文吧！

【課程大綱】

1. 介紹北海岸地質與生態故事。

(上午時段於公訓處上課)

2.介紹北海岸人文與產業脈絡。

(下午安排交通車前往觀察地點)

研習時間 4月18日 (星期四) 6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郭兆偉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秘書長

【特色效益】

 藉由走訪北部各地海岸，探索村民與山海共生，以察知環境永
續的真諦，認識豐富多樣的北海岸風土人文。

班期結訓學員資料將另上傳時數至環保署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終身學習類別 環境教育-自然保育

聯繫窗口 蔡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53



文化資產探索體驗營
由深耕社區的文史工作者探究臺北老城區庶民生活智
慧與文化資產，落實「尋根與扎根」之意識，培養愛
鄉愛土的情懷，並親身走讀臺北大龍峒一帶的文化資
產。

【課程大綱】
上午(本處教室)：尋根與扎根

下午(戶外走讀)：大龍峒文化資產走讀

1) 大龍峒孔廟、大龍街、品嚐在地美味

2) 保安宮、四十四崁老街、大龍峒金獅團

3) 樹人書院(文昌祠) 、啟聰學校、陳悅記老師府

研習時間 4月 24日 (星期三) 6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高傳棋
臺北水窗口執行長、繆思林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負
責人

【特色效益】
• 引領學員瞭解臺北老城區庶民生活智慧與文化資產落實
「尋根與扎根」之意識，培養愛鄉愛土的情懷。

• 走讀大龍峒的生活時空故事與文化資產，讓學員們進一步
去思考如何運用在各自專業及業務上。

• 本班期結訓學員資料將另上傳時數至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終身學習類別 環境教育-文化保存

聯繫窗口 劉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51



可食地景實踐研習班
期待透過豐富的案例深入淺出講解，搭配食農生活DIY
體驗，讓參與學員能從生活中創造城市田園，更理解城
市公民在實踐環保有機與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課程大綱】
1.都市環境蔬菜種植的秘訣
2.香草植物認識與栽培與蔬菜組合種植DIY
(學員須自付材料費 100元)

右圖為示意圖->

線上課程
錄取者須於上課前至臺北e大（http://elearning.taipei）
閱畢線上課程：全球農學風-自己的飯碗自己顧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4月12日 (星期五 ) 全日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陳坤燦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技師

【特色效益】

 認識自然界有機食材之應用，打造簡易居家田園。

 本班期結訓學員資料將另上傳時數至環保署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終身學習類別 環境教育

聯繫窗口 林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59



書樂飄香研習班
藉由文學及音樂，習得人生智慧，充實內在人文涵養，再
造工作動力。

【課程大綱】
1.書海拾珍 –擁抱《被討厭的勇氣》，擁有自我
如何在變動不居的生命旅徑給自己「勇氣」，踏出改變的第一步，

讓夢想落實到真實生活呢？讀一本認識「勇氣」的書，領悟「生存
的勇氣」瞭解恐懼、焦慮和勇氣的真實樣貌，覺察「甘於平凡的勇
氣」讓自己涵養出「變得幸福的勇氣」活得輕鬆、平靜。
書目：《被討厭的勇氣》/古賀史健、岸見一郎(著)/究竟出版。

2.感動心靈－音樂賞析-隨興之美（一）
•最美的樂器是人聲。
•從音色和演出型態的多變，看藝術領域的無限可能。

研習時間 4月 25日 (星期四) 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1. 鄭窈窕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2. 鍾育恒 / 臺北市社區大學優良講師

【特色效益】
●以書為鏡，可有效提升自我的敏覺力、反思力與生命力，增能
對人事境之關懷、影響與貢獻的生命價值觀。

●藉由最接近我們生活的音樂型態，增加學員對精緻音樂的喜愛；

好的歌曲是促進心靈SPA的極佳媒介。

終身學習類別 文學

聯繫窗口 查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56



Word初階基礎班

一天的課程，本課程藉由實作方式導引學員學習
Word基本操作觀念，達成有效率的報告製作、表格
繪製及文宣編排，進而提升工作任務之效率。

【課程大綱】

• 長篇文章製作

• 目錄製作

• 名牌製作

研習時間 4/16 (星期二) 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江靜枝
社團法人台灣管理創新學會秘書長

【特色效益】

藉由有效的文件製作、快速排版、表格繪製及合併列印等技巧，
進而應用於公務上，以提升工作效能。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周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新班



網路免費檔案搜尋與
資訊辨識研習班

常常在網路上搜尋卻沒有頭緒？電腦專家教你不
可不知的網路搜尋小技巧！其中假新聞的辨識技
巧太強大，你一定要知道！

【課程大綱】

• Google 搜尋基礎

• Google 搜尋進階語法

• Google Hacking 介紹

• 假新聞的辨識技巧

研習時間 4/24 (星期三) 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林易民
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所碩士、現任資訊專任教師

【特色效益】

透過逾十年網路專家密集講解，讓你一天馬上變身網路搜尋家！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周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大數據分析應用基礎班

認識大數據、大數據分析、視覺化呈現方式，有
效提升工作管理品質和效率。

【課程大綱】

認識大數據、資料處理、資料分析、資料探勘、視覺化工
具應用

線上課程 錄取者須於上課前至臺北e大（http://elearning.taipei）閱
畢線上課程：海量資料分析與應用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4月22 、25、30日
(星期一、四、二)

18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孫在陽
講座從事電腦教育訓練工作長達二十年以上，擁有電腦
著作超過五十餘本，電腦證照達三十餘張。

【特色效益】

經由這門課可以讓大家了解大數據相關理論與應用，易學、易

懂，讓數字說話。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李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Excel樞紐分析資料視覺化公
務應用研習班

讓資料變成有意義的資訊，再利用樞紐分析表，
讓資料可以變成實用的報表資料，最後PowerBI
提供更方使建立互動圖表的工具，可以輕鬆完成
大數據的分析!
【課程大綱】

•都是資料惹的禍-資料建立的正確觀念

•樞紐分析表的運用

• PowerBI大數據視覺化

• PowerBI進階運用

研習時間 4月17、19日(三、五) 12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蘇世榮 巨匠電腦數位學院內容發展師

【特色效益】

讓你學會資料整理的技巧。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的完成互動式的圖表建立。

讓你可以將一大堆數據轉成有用的知識,並且做出正確的決策。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周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Excel高階函數與
統計圖表研習班

增強Excel基礎能力，並習得進階應用，進而能整
合應用資訊，增加工作效能。
【課程大綱】

1. Excel高階函數綜合說明

2. 高階文字、資料、邏輯函數與自訂VBA函數

3. 高階日期、時間、數學函數應用

4. 高階尋找與參照函數應用

5. 資料格式與公式函數進階應用

6. 文件圖表整合應用與資料整理分析

線上課程 錄取者須於上課前至臺北e大（http://elearning.taipei）閱
畢線上課程：Excel 2013進階

研習時間
4/06、10、13
(星期四、一、四)

18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須具備該軟體基礎操作能力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林易民
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所碩士、現任資訊專任教師

【特色效益】

希望藉由這堂課的學習，讓您的智慧型手機，真正成為您個人的
數位助理，並於工作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周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網頁設計基礎班

只要你會打字，我會帶著你實戰練習使用免費的架站工
具，即使不會任何的程式語言，我們一樣可以快速建立
美觀、有質感的網站！

趕快一起來了解吧！

【課程大綱】

• 認識網頁元素

• 網站規劃概念

• 介紹頁面工具

• 免費的架站工具

• 製作簡短網址

研習時間 4/25 (星期四) 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吳明憲
巨匠行政院人才培訓班導師
保險行銷網創辦人

【特色效益】

不用寫程式，透過免費網路工具快速打造有質感的網站！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周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新班



公務音樂與影片簡易剪輯研習
班

藉由基本音樂、影片剪接軟體，來習得基礎剪輯
概念，並籍由分享與回饋、實作與檢討，剪輯出
所需的公務影片。

【課程大綱】

• 觀念溝通與建立 ◆相片/音樂/文字剪輯運用

• 基礎剪輯概念 ◆影片剪輯運用/輸出

• 剪輯程式介紹 ◆影像.音樂.字幕剪輯運用

• 基本剪輯操作 ◆實作成果分享回饋

• 剪輯實務實作與檢討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4/3、9、11                   
(星期三、二、四)

18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開放3名供本府退休人員(不含退休教師)上課

課程講師 劉少庸、蘇寶樹
中華民國剪輯協會監事、華視剪輯師

【特色效益】

以淺顯易懂之剪輯語言融入課程，使初學者將隨身之相片影片音
樂編輯成有組織系統的微影片。

終身學習類別 資訊安全與管理

聯繫窗口 周先生 02-29320212 分機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