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 期_終身學習公開班課程徵集表 

開課學校/單位：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 

聯絡人姓名：楊金樺 

聯絡人電話：02-2880-9008#8206 

聯絡人 E-Mail：shfyang@mail.mcu.edu.tw 

序號 課程名稱 型態 開課時間 結業時間 時數 招生名額 費用說明 特殊說明 課程連結 

1 社工師學分班-

社會統計 

學分

班 

110.1.25 110.4.27 54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2 社工師學分班-

社會工作管理 

學分

班 

110.1.27 110.4.26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3 社工師學分班-

社會福利行政 

學分

班 

110.1.28 110.4.29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4 社工師學分班-

方案設計與評

估 

學分

班 

110.1.28 110.4.29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5 社工師學分班-

社區工作 

學分

班 

110.5.3 110.7.26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6 社工師學分班-

社會福利概論 

學分

班 

110.5.5 110.7.21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7 社工師學分班-

心理學 

學分

班 

110.5.6 110.7.22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8 社工師學分班-

社會團體工作 

學分

班 

110.5.7 110.7.23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7,2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不得缺課超過

1/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product/202005210

1 

9 臺北市 110 年

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 180

委訓 110.4.24 110.9.25 180 共__50___人 

 

□免費 

▉定價 1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不可超過 15 小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C142010271 

 



小時專業訓練

課程(第 1 期)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 

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 

10 臺北市 110 年

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專業訓練

課程(第 2 期) 

委訓 110.5.6 110.9.30 180 共__50___人 

 

□免費 

▉定價 1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不可超過 15 小

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C142010271 

11 臺北市 110 年

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專業訓練

課程(第 3 期) 

委訓 110.8.5 110.12.30 180 共__50___人 

 

□免費 

▉定價 1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不可超過 15 小

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C142010271 

12 臺北市 110 年

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專業訓練

課程(第 4 期) 

委訓 110.8.8 110.12.26 180 共__50___人 

 

□免費 

▉定價 1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不可超過 15 小

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C142010271 

13 桃園市 110 年

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專業訓練

課程(第 1 期) 

委訓 110.5.9 110.8.29 180 共__50___人 

 

□免費 

▉定價 1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不可超過 15 小

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C142010271 

14 桃園市 110 年

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專業訓練

課程(第 2 期) 

委訓 110.9.4 110.12.26 180 共__50___人 

 

□免費 

▉定價 1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不可超過 15 小

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_____________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C142010271 

15 2021 年小論文

基本功鍛鍊營 

非學

分班 

110.02.01 110.02.03 18 共__30_人 

 

□免費 

■定價 5500 元/人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E0320122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16 2021 年人人是

導演～微電影

創作體驗營  

 

非學

分班 

110.01.28 110.01.28 7 共__30_人 

 

□免費 

■定價 3000 元/人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mymcu.mcu.edu.t

w/product/E092012092 

17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學分

班(隨班附讀)-

桃園校區 

學分

班 

110.02.22 110.06.26 18 小

時/每

學分 

不限 □免費 

■定價 2100 元/學分，

雜費 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2/3 時數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taxonomy/term/16 

18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學分

班(隨班附讀)-

桃園校區 

學分

班 

110.02.22 110.06.26 18 小

時/每

學分 

不限 □免費 

■定價 4200/ 5800 元/學

分，雜費 3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2/3 時數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mymcu.mcu.edu.t

w/zh-

hant/taxonomy/term/16 

19 110 上半年產投

-商務觀光日語

進階班 

委訓 110.03.19 110.07.09 45 共__23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____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4/5 時數_ 

https://ojt.wda.gov.tw/Cl

assSearch/Detail?OCID

=135438&plantype=1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免費/ 1412 元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0 
雲端與 SRE 網
站可靠性工程

師班 

委訓 110/3/23 110/6/17 380 共 25 人 

■免費: 開訓當日應為
(15 歲~29 歲無就業且非
日間部學生之青年)，可
申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
畫」補助，全額免費。 
■定價:10 萬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extension.mcu.edu
.tw/zh-

hant/content/20201231 

21 

商業簡報設計
實戰班-迅速掌
握人心的簡報
心法 

非學

分班 
110/6/7 110/7/5 12 共 20 人 

■定價: 7,200 元/人 
■優惠:648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2 
提升職場溝通
精準表達力 

非學

分班 
110/7/12 110/8/2 12 共 20 人 

■定價: 7,200 元/人 

■優惠:648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3 
精實目標管理
打造敏捷團隊 

非學

分班 
110/8/9 110/8/30 12 共 20 人 

■定價: 7,200 元/人 

■優惠:648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4 
主管教練技術
領導力 

非學

分班 
110/9/6 110/10/4 12 共 20 人 

■定價: 7,200 元/人 

■優惠:648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5 
銷售談判實戰
技巧 

非學

分班 
110/10/18 110/11/8 12 共 20 人 

■定價: 7,200 元/人 

■優惠:648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6 
品牌定位暨數
位行銷 

非學

分班 
110/8/5 110/8/26 12 共 20 人 

■定價: 7,200 元/人 
■優惠:648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7 
英語商務寫作
班 

非學

分班 
110/5/24 110/6/28 24 共 20 人 

■定價: 6500 元/人 

■優惠:585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8 
英語商務溝通
實務班 

非學

分班 
110/6/3 110/6/29 24 共 20 人 

■定價: 6500 元/人 

■優惠:585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29 
NEW TOEIC 新
多益英語衝刺
班 

非學

分班 
110/9/29 110/10/28 30 共 20 人 

■定價: 7500 元/人 

■優惠:675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2/3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mymcu.mcu.edu.t

w/ 

30 

110年度上半
年產業人才投
資計畫-新多益
實用職場英語
班第 01 期 

委訓 

110/3/3 110/6/2 36 共 20 人 

■費用:576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勿超過 1/5 缺

席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s://ojt.wda.gov.tw/Cl

assSearch 

31 

110年度上半
年產業人才投
資計畫-商務談
判技巧與實務
班第 01 期 

委訓 

110/3/6 110/4/10 30 共 26 人 

■費用:480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勿超過 1/5 缺

席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s://ojt.wda.gov.tw/Cl

assSearch 

32 
110年度上半
年產業人才投
資計畫-勞保暨

委訓 
110/3/12 110/4/23 18 共 18 人 

■費用:288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https://ojt.wda.gov.tw/Cl

assSearch 



勞動法令解析
實務班第 01期 

          ■其它_勿超過 1/5 缺

席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33 

110年度上半
年產業人才投
資計畫-觀光日
語入門班第 01
期 

委訓 

110/3/18 110/5/20 27 共 20 人 

■費用:432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勿超過 1/5 缺席

時數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s://ojt.wda.gov.tw/Cl

assSearch 

34 

110年度上半
年產業人才投
資計畫-新多益
實用職場英語
班第 02 期 

委訓 

110/4/17 110/6/5 36 共 20 人 

■費用:576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勿超過 1/5 缺

席時數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s://ojt.wda.gov.tw/Cl

assSearch 

【備註】本表欄位與說明僅供參考。各校可依需求微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