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6月班期佈告欄

專題講座

性別與情感教育講座(B00133)

核心管理

時間管理研習班(BA0156)

人權法制

民法親屬編實務研習班(B00383)

人文環境

1.文化資產探索體驗營(B00064)

2. 田園城市小農體驗營(AA0426)
3.自然生態研習營(BD0321)
4.公共空間綠美化研習班(B00353)

資訊應用

1. Access 與 Excel公務整合應用研習班(B00321) 
2. Libre Office文書處理基礎班(B00395)
3.行動裝置應用研習班(B00324) ----混成
4.社群媒體經營策略研習班(B00392)
5.網路免費檔案搜尋與資訊辨識研習班(B00355)
6. Excel初階基礎班(B00397)
7. Libre Office_簡報基礎班(B00400)
8.網頁設計進階班(B00403) 
9.雲端硬碟與Google文件協作公務應用實務班(B00258) 

----混成

請於5月17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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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與情感教育講座

想一窺夫妻間、親子間溝通秘訣嗎?本講題將帶領您
找到家庭溝通的金鑰，瞭解與家人互動的竅門，有效
增進家庭親子關係。

【演講主題】: 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
【大綱】
健康的家庭生活營造
親子關係溝通與教育
維繫健康的婚姻互動

【講座簡介】
◆親子天下特約專欄作家
◆三立都會台「婆媳當家」- 親子教養專家

終身學習類別 家庭教育

聯繫窗口 黃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72



時間管理研習班
建立正確的時間管理觀念，並將時間作妥善的規劃與運用，以提昇
工作效率。

【課程大綱】

1.時間管理概論
2.時間管理的技巧與運用

研習時間 6月6日(星期四) 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蘇書平
先行智庫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為你而讀執行長
前微軟資深業務經理

【特色效益】

希望透過善用時間管理，提昇職場執行效能

終身學習類別 時間管理

聯繫窗口 鄭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63



民法探析-親屬編實務研習班

民法親屬編涉及婚姻家庭、父母子女、扶養法律
關係認定等範疇。本課程將帶領您探知親屬編關
係的多樣面貌，瞭解親屬法基本內涵及保障權益。

【課程大綱】

 親屬法要義

 親屬法實例研討

研習時間
6月17日
(星期一)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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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福民 致和法律事務所 律師

【特色效益】

透過講座豐富的實務經驗，將學理及法律規定、法院判決相互結
合，將學習效果融入生活與工作領域中。

終身學習類別 法治教育

聯繫窗口 黃小姐 02-29320212 分機572



文化資產探索體驗營
臺北經過半世紀日治時代，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本期
將由專精於臺日文化資產、藝術造型的林承緯教授帶領下，
探索現存於臺北各地的日本神社及佛寺的蹤跡，讓知識和
實際結合，既能擴展多元文化視野，更能愛鄉愛土。

【課程大綱】
一、上午(本處教室)：

(一)、日治時期的常民文化及宗教造型－神道篇
(二)、日治時期的常民文化及宗教造型－佛教篇

二、下午(戶外走讀)：臺北的日本神社、佛寺探索見學
(一)、圓山水神社
(二)、普濟寺
(三)、北投公園

有安排交通車免費接駁，本趟為“往返車程”，研習結束後，可
於新北投捷運站解散或可搭原車返回公訓處。

研習時間 6月 20日 (星期四) 6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林承緯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專任教授、文化部國家民俗審議

委員、日本國學院大學兼任教授

【特色效益】
• 引領學員認識現存於臺北市內的臺日文化資產，探訪異國
文化資產，深度感受多元文化的內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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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園城市小農體驗營

推行城市生態農業，運用樹葉、廚餘等轉變為堆肥於農園
或空中田園種植當令蔬菜，讓學員學到環保低碳實務經驗
及生態永續的概念，體驗環保及健康的生活。

【課程大綱】

1.如何運用自家空間進行田園設計

2.如何運用廚餘及枯枝殘葉製作堆肥

3.自己種菜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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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有
機蔬菜類栽培技術(線上2小時)

研習時間 6月19日 (星期三) 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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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滿堂文山社區大學講師

【特色效益】
藉由深入淺出的解說，建構基礎的生態農業知識，再進一步實
地操作、具體示範及問題討論回饋，以提升本府公務員的環境
教育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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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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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與東北季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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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岸之生態景觀基本概念介紹。(上午於公訓處上課)
2.白沙灣麟山鼻步道生態與人文走讀(特色:風稜石、貝殼沙、藻礁)。

註1.下午安排交通車前往新北市石門區白沙灣遊憩區之麟山鼻步道，
返程回臺北亦安排交通車停靠捷運木柵站後回到公訓處
註2.本班下午由講師以速緩方式帶領學員走讀麟山鼻步道(步道屬
好行走路線)，惟步道難免有階梯與坡度，因此於報名前請衡量體
能狀況再行報名
註3.白沙灣亦設有室內探索館可供雨天課程進行

研習時間 6月14日 (星期五) 全日6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荒野保護協會資深解說員

林純如講師

【特色效益】
藉由講師深入淺出介紹，學員將能充分了解北海岸生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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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02-29320212 分機559



公共空間綠美化研習班

透過生活園藝DIY巧思，規劃充滿綠意的辦公與
居家生活、營造綠美化公共空間新美學，為淨化
空氣與低碳節能城市盡一份心力。

【課程大綱】

1.建築物3D立體空間綠美化

2.打造淨化空氣、療癒抒壓的綠色辦公室(含蔓藤植物扦插體驗

DIY)

註.本班DIY材料費為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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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變花園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6月19 日 (星期三 ) 全日6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

課程講師 陳坤燦講師

【特色效益】

 學習營造一個美麗又充滿綠意的公共空間，讓健康美麗新城市
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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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窗口 林先生02-29320212 分機559



Access 與 Excel
公務整合應用研習班

利用Excel對資料來作計算與分析，而Access則
作資料庫的查詢分析應用，讓同仁可在公務上的
應用能夠得到非常有效率的處理。

【課程大綱】

Excel資料整理函數
關聯式資料庫
查詢設計
建立報表

研習時間 6/10、17(星期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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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智揚
資策會講師 淡江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

【特色效益】

讓同仁能活用Excel與Access的資料庫功能，將手邊的資料
迅速整理成有用的資訊，在兩套軟體之間分享與共用資料，
並且學習到如何善用Excel與Access的優點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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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 Office_文書處
理基礎班

一天的課程，本課程可以學會如何將LibreOffice更
有效率的應用於公務之中，並進一步的認識與微軟

Office轉換整合應用的關係與技巧，先來了解吧。

【課程大綱】

• 為什麼要學習 LibreOffice ?

• LibreOffice 與 ODF 的關係

• LibreOffice 文書處理與Word應用上的差異

• Libreoffice 文書處理公務應用示範

研習時間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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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賜萍
國家發展委員會、各縣市政府ODF講師

【特色效益】

學會如何將LibreOffice更有效率的應用於公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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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裝置應用研習班
讓智慧型手機成為您的最佳個人數位助理，提升
工作效率，從智慧型手機的設定到實用的APP介
紹，瞭解智慧型手機的功用。
【課程大綱】
• 認識式智慧型行動載具
• 你所不知的手機設定
• 各種實用APP介紹
• 行動裝置與你應知道的資訊安全問題與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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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行動裝置安全防護

研習時間 6/12、14(星期三、五) 12 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須自備相關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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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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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經營策略研習班
如何在3秒之內吸引人？如何寫出最多人好奇的標題？
六種文案法讓你的網路社群人氣大提升。教你做出好
內容，讓你的粉絲離不開你！各種網路行銷必備的app
大公開

【課程大綱】

 案例分析，讓你1天就學會網路的操作手法

 各平台的經營重點提什麼？

 如何了解年輕人喜歡什麼？

 各平台的發展趨勢及未來方向

 Blog、youtube、IG、facebook 各平台大析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6月13、20、27日
(星期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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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口味－大軒＆小莓、吳禹璇
「摳摳子的綜合口味！」LINE貼圖製作人
1000萬人氣部落格漫畫家、網路媒體及電商
產業8年

【特色效益】

認識社群議題操作及各式話題炒作、經營網路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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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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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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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初階基礎班

Excel 是辦公室應用軟體中最重要的計算與數據分析
工具，如何讓大家可以更有效率的將 Excel 應用於公
務之中，並且了解計算與數據資料分析的技巧，將是
本課程最主要的課程規畫與研習重點。

【課程大綱】

• 認識 Excel 更有效率的操作技巧

• 儲存格格式設定與各種複製技巧

• 計算式與函數公式相關應用

• 資料與圖表整合應用與設計

研習時間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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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賜萍
國家發展委員會、各縣市政府ODF講師

【特色效益】

學會如何有效率的將Excel應用於公務之中，並進一步的認識計算
式、函數、資料圖表分析的應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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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 Office_簡報
基礎班

一天了解Libre Office_簡報軟體及簡報設計的關鍵技
法與心法，讓你在公務應用上可以呈現最專業的簡報
表達。

【課程大綱】

• Office轉成LibreOffice的技巧

• Impress一定要會的功能

• Impress可插入的物件

研習時間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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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世榮
巨匠電腦數位學院內容發展師

【特色效益】

本課程可以學會快速完成簡報製作和美化，並學會Office轉成
LibreOffice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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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設計進階班

想要建立網站，卻不知從何開始？
網站架設可用的平台很多，哪一種比較好？
網站建立多年已然陳舊，不知如何選擇新的網站管理系統？
能不能即使沒有程式撰寫能力，也能讓網站有方便管理的功
能，更新網頁可以方便省力?

【課程大綱】

• 認識網頁寄存服務-網頁的所在地

• 最受歡迎的架站工具

• 學會如何快速架站

研習時間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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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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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天的時間快速上手，做出美觀大方的網站，只需具備基本的
電腦操作基礎，你就能夠自行架設品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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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硬碟與Google文件
協作公務應用實務班
認識雲端硬碟及Google文件協同作業。

【課程大綱】

• 雲端硬碟的同步與分享

• Google雲端硬碟的文件上傳與編輯

• 表單問卷設計、填寫與統計、樣式修改

• google 試算表介紹與應用

• google 簡報介紹與應用

• 雲端文件共用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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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文件與雲端硬碟應用

實體課程
研習時間 6/20、27 (星期四、四) 12小時

適合對象 各機關人員，請事先完成Google(Gmail) 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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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服務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它跟傳統電腦使用方式有極大的差異，

透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可讓學員建立正確雲端時代一些基礎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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