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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年度行政人員訓練實施計畫 

一、 依據: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7 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實施辦法、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二、宗旨: 

為提升本校行政人員核心能力，及充實因應社會環境變遷所需之新知

與能力，積極規劃各類提升學習成效之課程，以培育行政人員實作能

力、前瞻視野及國際觀。 

三、對象： 

以本校行政人員(含公務人員、約用人員、新制助教、稀少性科技人員

及工讀生)為主，專案助理、臨時工若業務需要可視場地容納範圍內併

同辦理職能訓練。政策性訓練並邀請教師參加。 

四、訓練方式：  

（一）實體課程：由人事室及各主辦單位就訓練課程主題及講座人選另

案簽准後辦理。 

（二）數位課程：協助同仁運用數位線上課程進行數位學習。 

（三）混成學習：搭配實體及數位課程，進行系列課程學習。 

（四）薦派參訓：推薦或指派人員參加訓練機構開設與業務相關之訓練

課程。 

（五）修課培訓：配合本校行政人員修課培訓制度及「接受社會人士【選

讀/旁聽】課程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五、課程規劃：詳如 111年本校行政人員訓練課程一覽表（附件 1） 

六、訓練目標： 

（一）公務人員每人年度終身學習時數應達 40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

不得低於 20 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20 小時，且應包

含以下必須完成之學習時數，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 

1.行政院規定之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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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1)政府重大政策 1小時 

  (2)環境教育 4小時 

  (3)性別主流化 2小時 

  (4)廉政與服務倫理、行政中立、人權教育、多元族群文化、公

民參與等共 3小時 

2.特殊教育知能 2小時(未曾修畢者適用) 

3.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小時： 

          (1)新進教職員工(含職務異動)：應完成3小時教育訓練(中央主

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網路教學課程2小時及實體1小時)。 

          (2)在職教職員工：每3年完成3小時學習時數(數位或實體課

程)。 

        4.資通安全教育訓練3小時(包含資訊中心辦理之實體課程及本校

線上教育訓練系統15堂數位課程«加註「資安通識」»)。 

        5.英語課程8小時(含各單位自行辦理英文工作坊、研習、讀書會

等實體課程或數位課程)。 

（二）約用人員應於本校【線上教育訓練系統】或各教育訓練機構修讀

實體或數位學習課程達20小時以上(包含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

小時、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3 小時、英語課程 8 小時及未曾修習特

殊教育知能 2小時)並於 8月底前修讀完畢；本年度新進人員於試

用期間應完成指定課程(附件 2)。 

（三）各單位每學期至少辦理 2場次英文工作坊、研習或讀書會(一年合

計 8小時以上)。 

（四）各單位自行辦理標竿學習或專業訓練課程至少 3 小時以上；各項

校務行政系統訓練，由總務處、秘書室、資訊中心、人事室等單

位辦理。 

七、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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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成果將列為年終考績之評分參據；約用人員年

度數位學習時數及課程未符標準者，該年度考核不得考評甲等以

上。 

（二）各單位各項學習成果將作為單位團體績效考核指標。 

八、辦理時程： 

111年 1月至 12月實施。 

九、訓練經費： 

111年度各訓練所需經費由人事室業務經費項下支應。 

十、學習時數認證： 

參訓同仁完成訓練或研習後，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辦理學習時數登錄。 

十一、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及相關

規定辦理，並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補充調整之。 

十二、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 



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及辦理方式
辦理

時間
時數 備註

領導發展課

程
學術主管雁行營

高階管理核心能力課程

(一)決策技能

(二)管理技能

6-10月 6～18
相關課程由本校學術主管領導發展專案研發

團隊規劃。

新進人員訓練
(一)公務知能與行政技術

(二)專業技能
3-11月 9～18 訓練對象：到校未滿1年人員。

基層人員晉升訓練
(一)公務知能與行政技術

(二)專業技能
3-11月 9～21

完成本課程研習並取得結訓證明文件者始得

參加約用人員陞遷序列三職稱之陞遷。

中高階人員研習

(一)政策能力

(二)領導技能

(三)法制知能

(四)標竿學習

3-11月 12～27

1.訓練對象：本校薦任第8職等以上公務

  人員及中高階約用人員(執行長、行政

  秘書、技術師、心理師、研發師等)。

2.完成中高階人員研習班並取得結訓證明

  文件者，始得參加約用人員陞遷序列二

  職稱之陞遷。

行政人員修課培訓

配合本校行政人員修課培訓制度及

「接受社會人士【選讀/旁聽】課程實

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配合學校

修課期間

訓練對象：本校公務人員、約用人員、新制

助教及稀少性科技人員。

專業能力訓練
由各單位視業務需求自辦專業訓練課

程或標竿學習活動
3-11月 3～12

環境教育 1-11月 4
1.實體或數位課程。

2.偕同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辦理。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1-11月 3

1.實體或數位課程。

2.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C級之公務機關應辦

  事項，每人每年須接受3小時以上之資通

  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11月 3

1.實體或數位課程。

2.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辦理，新進教職員工

  應完成3小時訓練，在職教職員工每3年

  至少完成3小時訓練。

3.偕同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辦理。

保護智慧財產權 3-6月 2 實體或數位課程。

性別主流化 3-6月 2 實體或數位課程。

廉政與服務倫理（行政中立） 3-6月 2
1.實體或數位課程。

2.調訓對象納入專案助理。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1-11月 1 數位課程。

公民參與(公民與資訊素養) 1-11月 1 數位課程。

人權教育 1-11月 1 數位課程。

文化學習(臺灣新住民文化介紹) 1-11月 2 數位課程。

服務禮儀 1-11月 2 數位課程。

特殊教育知能 1-11月 2 數位課程。

職場加值訓練

-健康幸福講座

人際成長、婦女關懷、運動健身、營

養飲食、心靈紓壓、理財、旅遊分享

等系列講座或實作坊。

3-11月 12～18 實體或數位課程

職場加值訓練

-國際化課程

(一)外語課程及國際禮儀、文化講座

    相關課程。

(二)語言能力：鼓勵同仁參加外語檢

    定及研習課程。

3-11月 2～20

1.偕同進修推廣學院及國際事務處規劃辦

  理。

2.報名外語檢定事先申請者核給公假，合

  格者全額補助，未通過者亦予半數補

  助。

                           111年本校行政人員訓練課程一覽表          <附件1>

政策性訓練

核心職能

培訓

共通能力

培訓



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及辦理方式
辦理

時間
時數 備註

                           111年本校行政人員訓練課程一覽表          <附件1>

職場加值訓練

-英語能力培訓

由各單位每學期至少辦理2場次英文工

作坊、研習或讀書會。
1-12月 8～48

未參加實體訓練者，應至e等公務園等數位

學習平臺完成8小時英語數位學習時數。

+A4:F28AA1:F28

職場加值訓練

-資訊運用研習

智慧校園與數位服務、運用統計分析

做決策、管理職能、優化行政效能等

相關資通訊運用研習。

3-11月 8～20 偕同資訊中心規劃辦理。

校務行政系統訓練

各項校務行政系統訓練，由總務處、

秘書室、資訊中心、人事室等單位辦

理。

3-11月 15～20

全民國防教育

（防護團訓練）
專題演講或實地演練（總務處主辦） 3-11月 2

讀書會
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辦理，每年

至少辦理1小時以上。
3-11月 1

數位學習

本校線上教育訓練系統、e等公務園+

學習平台、臺北e大等線上課程，公務

人員、約用人員數位學習時數每年不

得低於20小時。

1-12月 20

自我成長
鼓勵同仁在職進修、參加校外專業職

能課程，並依規定核給公假或補助。
1-12月 略

共通能力

培訓



                                                                        (附件 2) 

          111年度新進約用人員試用期間數位學習課程 
 

※試用期間須完成下列數位學習課程，並送請單位主管核章作為試用期滿成績考核之參考。 

序

號 

課程名稱 講座 核給時數

(小時) 

課程長度

(分鐘)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師大遇見

大師 

本校秘書室提供 1 15 

2 學校願景與校務發展 吳正己校長 1 30 

3 文書處理與公文製作 銓敘部 

沈西麟前副司長 

2 88 

4 新興網路科技在公務推動之運用 行政院 

唐鳳政務委員 

2 101 

5 職場服務禮儀 國際禮賓親善協會 

邱詩瑜理事長 

2 78 

6 行政中立法與實務 國家文官培訓所提供 

邱華君委員 

2 77 

7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 勞動部職場安全衛生

研究所           

張智奇副研究員 

3 160 

8 特殊教育知能：身心障礙學生的

身心特質與輔導策略 

本校教育學院特殊教

育學系 

胡心慈教授 

2 120 

9 性別主流化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黃長玲教授 

3 150 

10 109年保護智慧財產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陳匡正副教授 

3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