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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111年度訓練計畫預定辦理班別一覽表 

一、領導力發展 

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管理核心能力 

※環境洞察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 

※願景型塑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 

※變革領導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 

※政策管理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 

※跨域協調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 

※公眾溝通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 

※風險管理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2 

問題分析研習班〈分區調訓〉 2 

計畫管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2 

績效管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2 

資訊管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2 

溝通協調研習班〈分區調訓〉 3 

團隊建立研習班〈分區調訓〉 3 

管理技能 

提升士氣與激勵研習班〈分區調訓〉 3 

※教練式領導與管理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3 

※教練式（Coaching）部屬培育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

院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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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管理技能 

※從 x 到 z-跨世代溝通力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

課〉 
3 

※知識管理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4 

※學習型組織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4 

※高效工作時間管理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4 

※高效能會議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4 

※人力資本管理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4 

職場人際關係管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4 

敏感度覺察研習班〈分區調訓〉 4 

新聞稿寫作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4 

澄清新聞稿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5 

※面對媒體實務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5 

簡報表達技巧研習班〈分區調訓〉 5 

談判與協商技巧研習班〈分區調訓〉 5 

※從電影學公共管理實務－變革與創新〈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

院區上課〉 
5 

※評鑑中心法實務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5 

※績效考核方法應用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5 

高效線上會議研習班（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6 

遠距工作力：線上協作與團隊管理（主管班）（遠距）〈不分

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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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管理技能 

遠距工作力：線上工具與自我管理（非主管班）（遠距）〈不

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6 

帶你看見不一樣的知識管理（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

程〉 
6 

化解團隊衝突案例研討（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6 

二、政策能力訓練 

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政策民主價值

觀－性別 

※性別平等高階主管研習班〈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

北院區上課〉 
6 

※性別平等業務研習班-提升女性經濟力〈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

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6 

※性別平等業務研習班-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限中央機

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7 

※性別平等業務研習班-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限中央機

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7 

※性別平等業務研習班-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限

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7 

※性別平等議題研習班-推動三合一政策托育公共化〈限中央機

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7 

※性別平等基礎研習班〈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

上課〉 
7 

※性別平等進階研習班〈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

上課〉 
7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基礎研習班〈限中

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7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進階研習班〈限中

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8 

※性別暴力防治研習班〈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

上課〉 
8 

※性別平等議題之國際發展趨勢研習班〈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

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8 



4 

 

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政策民主價值

觀－性別 

※多元性別權益保障訓練〈限中央機關，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

區上課〉 
8 

※性別主流化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8 

政策民主價值

觀－其他 

人權研習班〈分區調訓〉 8 

※人權教育專班（薦任主管以上人員）〈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

院區上課〉 
8 

兩公約案例研習班〈分區調訓〉 9 

兒童權利保障研習班〈分區調訓〉 9 

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含 CRPD）研習班〈分區調訓〉 9 

廉政倫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9 

多元族群文化研習班〈分區調訓〉 9 

臺灣新住民文化研習班〈分區調訓〉 9 

公民參與研習班〈分區調訓〉 9 

政策分析知能 

政策規劃能力研習班〈分區調訓〉 10 

政策論述與溝通研習班（主管班）〈分區調訓〉 10 

政策論述與溝通研習班（非主管班）〈分區調訓〉 10 

政策議題及利害關係人管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10 

協作會議研習班〈分區調訓〉 10 

政策行銷研習班〈分區調訓〉 10 

政策執行策略與問題解決研習班〈分區調訓〉 11 

政策績效指標訂定與應用研習班〈分區調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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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政策分析知能 

政策創新與前瞻策略研習班〈分區調訓〉 11 

設計創新驅動國家發展專題〈分區調訓〉 11 

臺灣設計力研習班〈分區調訓〉 11 

使用者體驗設計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1 

創造力與邏輯思考力研習班〈分區調訓〉 11 

職場衝突管理與溝通藝術（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12 

一般政策議題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2 

環境教育議題研習班（法定訓練）〈分區調訓〉 12 

※危機溝通應用實務班 〈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2 

※社會創新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2 

※政府資訊公開法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2 

※生命教育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2 

※智財權保護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2 

三、部會業務知能訓練 

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數位

工具應用 

資料視覺化數據分析工具應用研習班（PowerBI）〈分區調訓〉 13 

資料視覺化數據分析工具應用研習班（Tableau）〈分區調訓〉 13 

公務數位行銷素材製作研習班〈分區調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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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數位

工具應用 

※遠距教學規劃師培訓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3 

R軟體統計研習班〈分區調訓〉 13 

※直播、錄播工具應用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3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數位

素養 

※網路輿情回應之資訊圖像化認證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

區上課〉 
14 

程式邏輯應用研習班〈分區調訓〉 14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數位

政策 

開放資料應用研習班〈分區調訓〉 14 

新媒體時代爭議訊息回應策略研習班〈分區調訓〉 14 

資料治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14 

資通安全通識研習班〈分區調訓〉 14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治理 

公務活動主持人研習班〈分區調訓〉 15 

口語表達技巧研習班〈分區調訓〉 15 

創新服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5 

提升政府服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5 

※標竿學習獲選案例發表會〈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5 

※標竿學習-智慧政府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5 

※標竿學習-政策分析與溝通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

上課〉 
15 

※ATS人力資源管理師國際認證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

上課〉 
15 

※職場關懷輔導知能認證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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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治理 

※專案管理師培訓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6 

※績效管理師培訓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6 

※訓練發展管理師認證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6 

※創生永續行動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7 

※韌性城市與永續發展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7 

※民情探勘實務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17 

※Text Mining（文字探勘）實務應用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

於南投院區上課〉 
17 

掌握城市脈動數位科技研習班（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

課程〉 
17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法制 

行政法基礎能力研習班〈分區調訓〉 17 

行政法進階能力研習班〈分區調訓〉 18 

公務執行適用多元法規實務研習班-民法與刑法〈分區調訓〉 18 

公務執行適用多元法規實務研習班-商事法〈分區調訓〉 18 

公務員執行職務遭受不當干擾應對措施研習班〈分區調訓〉 18 

※行政聽證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18 

行政裁罰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8 

訴願法實務案例研習班〈分區調訓〉 18 

國家賠償事件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9 

新興法規解構研習班-勞基法與兒少法〈分區調訓〉 19 

法規草擬實務研習班〈分區調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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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跨機關共同知

能訓練－涉外 

第一線櫃檯服務人員英語研習班〈分區調訓〉 19 

辦公室英語標語、指示及公告製作（含網路）研習班〈分區調訓〉 19 

公務書信基礎英語研習班〈分區調訓〉 19 

線上英語讀書會帶領種子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

課〉 
20 

外賓接待研習班〈分區調訓〉 20 

單位英語導覽及簡介研習班〈分區調訓〉 20 

英語簡報研習班〈分區調訓〉 20 

新聞英語摘要及短講實作班〈分區調訓〉 20 

國際社交媒體經營班（含英文新聞稿寫作）〈分區調訓〉 20 

TED Talk 聽講實作研習班〈分區調訓〉 20 

主辦國際會議及國際參展研習班〈分區調訓〉 21 

英語會議紀錄及筆記研習班〈分區調訓〉 21 

出席國際會議研習班〈分區調訓〉 21 

遠距會議英語力（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21 

免費英語學習 APP及資源應用研習班（遠距）〈不分機關地點，

遠距同步課程〉 
21 

第一線櫃檯服務人員英語研習班（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
步課程〉 

21 

機關特定業務

訓練 

防範天然災害研習班 〈分區調訓〉 22 

※城市行銷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課〉 22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南投院區上

課〉 
22 



9 

 

四、自我成長及其他 

次類 班別名稱 頁碼 

健康管理 

情緒管理研習班〈分區調訓〉 22 

壓力調適研習班〈分區調訓〉 22 

藝術與紓壓研習班 〈分區調訓〉 22 

後「疫」時代，打造 A+健康力〈分區調訓〉 23 

正念紓壓新動力研習班（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23 

如何聰明健康的面對防疫生活－"醫"同安"心"（遠距）〈不分機

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23 

如何聰明健康的面對防疫生活－"營"在多"動"（遠距）〈不分機

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23 

自我成長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研習班〈分區調訓〉 23 

※國際禮儀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23 

※職場美學-打造公務新形象〈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23 

※高效學習力研習班〈不分機關地點，皆於臺北院區上課〉 23 

創意簡報設計力研習班（遠距）〈不分機關地點，遠距同步課程〉 23 

 

備註： 

一、 附件 2及附件 3之需求調查表「班別資料」均相同，僅分區調訓班別之「辦理院

區」依表頭說明之人員服務地點而有所不同。 

二、 分區調訓班別：服務地點位於苗栗以北及花東離島縣市人員，研習地點為臺北院

區；服務地點位於臺中以南縣市人員，研習地點為南投院區。 

三、 公務同仁得不分服務地點之縣市，均可報名之班別： 

（一） 僅於特定院區辦理之特殊班別（班別名稱加註「※」者，預計辦理地點詳如

附件 2及附件 3需求調查表）。 

（二） 遠距同步課程（班別名稱加註「（遠距）」並以黃底標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