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上課日期 認證時數

必修 無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上課日期 認證時數

必選修 優質領導是幸福人生的保證 人事室 107/07/30 2

必選修 心靈CPR－不斷跳針的人生：認識強迫症 人事室 107/11/15 2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上課日期 認證時數

選修 職輔人員多元培力工作坊－從桌遊定生涯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

導組
107/08/02 2小時

選修 急救教育訓練 學生事務處 107/08/06 6小時

選修 教保活動課程領導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08/08 6小時

選修 教師教學評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08/10 6小時

選修 學校行政人員實用癲癇知識研習會 台灣癲癇醫學會 107/08/15 10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工作研習會 教育部 107/08/16 5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研習 教育部 107/08/20 8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護理人員緊急傷病救護技術訓練 教育部 107/08/24 6小時

選修 兒童共融遊戲場安全培訓研習 衛生福利部 107/08/25 3小時

選修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平臺使用

暨業務說明會
教育部 107/08/30 1小時

選修
化學物質與食品添加物安全管理實務訓練

會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09/04 3小時

選修 第15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 教育部 107/09/06 12小時

選修 物理電子期刊聯盟研討會
科技部自然司物理研究推

動中心
107/09/07 3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一)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2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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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產學學堂－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二)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2 3小時

選修 校園安全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教育部 107/09/12 12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財務與稅務(一)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4 2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財務與稅務(二)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4 3小時

選修 實驗室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07/09/14 24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教妳寫份商務企劃書(一)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7 2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教妳寫份商務企劃書(二)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7 3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商品策略與開發管理(一)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9 2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商品策略與開發管理(二)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19 3小時

選修 產學學堂－智慧財產權研習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 107/09/21 2.5小時

選修 校務研究資料庫之建立與應用研討會 龍華科技大學 107/09/26 5小時

選修 人體研究倫理講習班 研究倫理中心 107/09/26 3.5小時

選修 打敗低薪存下一桶金 德語語文學系 107/09/26 2小時

選修 人物懇談－賴振南院長 聖言會使命發展室 107/10/02 1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研習─虛實整合行銷，創造未來

商機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

導組
107/10/03 2小時

選修
動畫、AR、互動式裝置等科技在博物館展

覽中的運用
博物館學研究所 107/10/03 2小時

選修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講習 圖書館 107/10/03 2小時

選修 輔導人員專業研習－正念減壓與自我照顧 致理科技大學 107/10/04 6小時

選修 Business as a force for good 國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室 107/10/04 1.5小時

選修 教友教職員講座：原罪 宗教輔導中心 107/10/05 1.5小時

選修 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研習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7/10/12 4小時

選修 雲端租屋平臺系統線上說明會 教育部 107/10/12 6小時

選修 張力與對話－方中老師的本然面貎 中國聖職使命室 107/10/15 1.5小時



選修 交通安全巡迴種子教官培訓 教育部 107/10/16 20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研習－生命這堂課怎麼教？一個

心理學家臥底現場的思索
學生輔導中心 107/10/16 2小時

選修
教學推展列車：期刊投稿經驗分享及相關

補助說明
管理學院 107/10/16 1小時

選修 企業初任內部稽核人員職前訓練研習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107/10/17 18小時

選修 擁抱青春、拒絕菸害(一)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07/10/17 2小時

選修 西文引用文獻資料庫研習 圖書館 107/10/17 2小時

選修 于斌樞機之哲學、教育與教會理想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107/10/19 5.5小時

選修 英該造訪的國度 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107/10/19 1小時

選修
我的教學NONSTOP－107教師教學成果

發表會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107/10/23 1小時

選修 擁抱青春、拒絕菸害(二)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07/10/24 2小時

選修
服務學習成果展－志工團隊成果分享會

(一)
服務學習中心 107/10/24 2.5小時

選修 致旅行：思考，在旅行的路上 圖書館 107/10/24 2小時

選修 心靈成長工作坊－紓壓禪繞畫 理工學院 107/10/24 2小時

選修
服務學習成果展－志工團隊成果分享會

(二)
服務學習中心 107/10/25 1.5小時

選修
耕－大學社會責任之服務學習實踐歷程

(一)
服務學習中心 107/10/26 3小時

選修 關於人權，天主教能說甚麼呢？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107/10/26 2小時

選修
耕－大學社會責任之服務學習實踐歷程

(二)
服務學習中心 107/10/26 3.5小時

選修 AWS雲創學院成立暨AWS研習營(一) 教務處 107/10/29 2小時

選修 AWS雲創學院成立暨AWS研習營(二) 教務處 107/10/29 3小時

選修 外語學院導師會議健康講座 外語學院 107/10/31 1小時

選修 產業趨勢與大學校系選擇 松山高中 107/11/02 2小時

選修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新版教育訓

練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07/11/05 2小時

選修 公文寫作課程 人事室 107/11/06 8小時



選修 看電影學英語 人事室 107/11/07 2小時

選修
點滴是愛，我在印度服務的那幾年，一位

天主教徒的生命之旅
服務學習中心 107/11/06 1.5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學務工作「法治教育」研習 教育部 107/11/09 6小時

選修 實證護理應用研習會 護理學系 107/10/10 6.5小時

選修 生物實驗安全與生物保全規範教育訓練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07/11/10 8小時

選修 壯遊歐洲，遇見法國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

導組
107/11/12 1小時

選修 宗教與社會正義論壇－病人自主 宗教學系 107/11/12 2小時

選修 追疾線索－認識結核病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07/11/13 2小時

選修 暴力攻擊之特徵、危險評估與防治 學生事務處 107/11/14 2小時

選修 直播技術與圖書館推廣應用 圖書館 107/11/14 2小時

選修
魏福全院士演講：臨床醫師的學術追求－

個人省思
研究發展處 107/11/14 2小時

選修 音樂劇學英文 人事室 107/11/14 2小時

選修
前「圖」無量：館長帶你飛！系列演講：

圖書館館藏發展方向與趨勢
圖書館 107/11/21 2小時

選修 教學推展列車：服務 x 學習 x 設計 管理學院 107/11/22 1小時

選修 人體研究倫理講習班 研究倫理中心 107/11/23 2.5小時

選修 向校園性騷及性侵Say NO！ 教務處 107/11/26 1.5小時

選修 郭維夏神父心靈培育系列講座(一) 宗教輔導中心 107/11/29 1小時

選修 教師增能系列工作坊(二) 民生學院 107/11/29 1.5小時

選修
毒化物應變人員偵檢器材暨應變模組實務

訓練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07/11/30 7小時

選修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 應用美術學系 107/12/01 8小時

選修 如何在體育教學中融入性別平等意識 教務處 107/12/04 1.5小時

選修 教學創新課程師生社群成果分享會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107/12/04 1小時

選修
你是光，但我想送你一個太陽－淺談戲劇

療癒
藝文中心 107/12/05 2小時



選修 教師增能系列工作坊(三) 民生學院 107/12/06 1.5小時

選修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使用者說明會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07/12/06 2小時

選修
教師聘任、資格審查暨行政救濟業務實務

研討會
教育部 107/12/07 7小時

選修 我的交換日記本 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107/12/07 1小時

選修 Thai 泰！真有趣！ 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107/12/08 1小時

選修 內部控制工作會議暨內部控制制度座談會 稽核室 107/12/11 1.5小時

選修
歐亞大陸北部火災及其對北極冰川融化的

影響
研究發展處 107/12/11 2小時

選修
跨領域師生社群及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一)
教務處 107/12/11 2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百寶箱－班級經營大分享(一) 學生事務處 107/12/11 1小時

選修 旅遊英語(進階) 人事室 107/12/12 2小時

選修
前「圖」無量：館長帶你飛！系列演講：

數位科技在圖書館的應用
圖書館 107/12/12 2小時

選修
跨領域師生社群及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二)
教務處 107/12/12 2小時

選修 旅遊英語(進階) 人事室 107/12/12 2小時

選修 全人教育與人才培育學術論壇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107/12/12 7小時

選修
閔明我神父醫學講座－未擇之路 The road

not taken
醫學院 107/12/12 2小時

選修 學務工作專業知能研習 學生事務處 107/12/13 2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百寶箱－班級經營大分享(二) 學生事務處 107/12/14 1小時

選修
化學品分級管理登載與毒化物防災地圖製

作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07/12/14 1.5小時

選修 時尚與科技，共譜時尚未來 織品服裝學院 107/12/14 1.5小時

選修 長照政策與社區長照整合照護 醫學院老人照顧資源中心 107/12/15 2.5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學校衛生問卷填答說明會 教育部 107/12/17 2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菸害防制績優表揚暨成果觀摩會 教育部 107/12/18 1小時

選修 各類所得資料電子申報講習會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107/12/18 3小時



選修 Email英文書信 人事室 107/12/19 2小時

選修 防護團及自衛消防編組基本訓練 總務處營繕組 107/12/19 3小時

選修 中華郵政金融知識校園講座 推廣部 107/12/19 2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百寶箱－班級經營大分享(三) 學生事務處 107/12/20 1小時

選修 郭維夏神父心靈培育系列講座(二) 宗教輔導中心 107/12/20 1小時

選修
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分享會－架起大

學與高中圖書館之間的橋樑
圖書館 107/12/21 2小時

選修 全國僑生輔導人員座談會 僑務委員會 107/12/24 9小時

選修 校際學務觀摩研習(一) 學生事務處 107/12/27 1.5小時

選修 校際學務觀摩研習(二) 學生事務處 107/12/27 4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