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上課日期 認證時數

必修 防治性騷擾與職場健康促進 人事室 108/05/14 2小時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上課日期 認證時數

必選修
智財權基礎講座：依附於強者，不如自己

變成強者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人

事室
108/03/13 2小時

必選修 校園愛滋防治宣導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08/03/27 1小時

必選修 智財權基礎講座：人心存善良，應懂自保
研發處產學育成中心、人

事室
108/04/16 2小時

必選修 電氣、火災安全宣導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08/04/22 2小時

必選修 資通法暨社交工程與智財權獎坐 資訊中心 108/05/10 2小時

必選修
心靈CPR－校園常見的精神疾病：思覺失

調症
學生輔導中心、人事室 108/05/21 2小時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上課日期 認證時數

選修
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治工作計畫徵選說明

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8/02/19 1.5小時

選修 人體研究倫理講習 研究倫理中心 108/02/20 3小時

選修
傳播課程簡介、影片評析及影片／照片剪

輯小技巧
兒童與家庭學系 108/03/06 3小時

選修
外交工作的台前與幕後－駐外大使工作經

驗分享
德語語文學系 108/03/06 2小時

選修 中華職棒球員工會勞工權益爭取之路 公共事務室 108/03/10 2小時

選修
跨領域溝通合作與情境模擬初階教學研習

會
台灣護理教育學會 108/03/09 6小時

選修 開啟心旅程－日常生活神操說明及體驗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 108/03/06 1小時

選修
教學推展列車－重拾教學的初心：我在密

大的進修經驗分享
管理學院 108/03/14 1.5小時

選修 尋秘波蘭 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108/03/18 1小時

選修 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工作坊 教育部 108/03/19 3.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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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幼兒園專業發展輔導(一) 輔幼中心 108/03/19 6小時

選修
導師會議講座－校園常見之精神疾病介紹

與導師如何關懷與陪伴
外語學院 108/03/20 1小時

選修
前「圖」無量：館長帶你飛！系列演講：
政大圖書館創新知識服務-學術集成平台與

數位人文平台建置
圖書館 108/03/20 2小時

選修
郭維夏神父心靈培育系列講座：真福八瑞

再闡釋
宗教輔導中心 108/03/21 1.5小時

選修 AI時代的人文素養與優質領導論壇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108/03/23 3小時

選修
教學創新與學生學習相關專題研究論文分

享工作坊(一)
校務研究室 108/03/27 1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研習－那些只有我聽得到跟看得

到的東西：認識思覺失調
學生輔導中心 108/03/27 1小時

選修 人體研究倫理講習班 研究倫理中心 108/03/27 3.5小時

選修 多元文化講座：一步一腳印 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108/04/09 1小時

選修 團體協約說明暨座談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8/04/09 3小時

選修
我的教學NONSTOP－教師教學成果發表

會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108/04/10 1小時

選修
閔明我神父醫學講座：我的海飄－美國科

學與醫學訓練
醫學院 108/04/10 2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研習～不能說的秘密淺談偷拍與

偷窺的心理解碼
學生輔導中心 108/04/11 1.5小時

選修 護理政策的新思維 公共衛生學系 108/04/17 2小時

選修 媒體溝通與危機處理 公共事務室 108/04/18 2小時

選修
毒性化學物質區域聯防組織組訓暨法規宣

導說明會
新北市政府 108/04/22 3小時

選修 USR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計畫交流專題演講 研究發展處 108/04/24 2小時

選修
前「圖」無量：館長帶你飛！系列演講：

見字如面-閱讀課程的今非昔比
圖書館 108/04/24 2小時

選修
Adobe Creative Cloud 2019 安裝授權認

證及使用方式研討說明(一)
資訊中心 108/04/24 2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課程
秘書室 108/04/24 23小時

選修
教學推展列車－產業與學術不同路的交叉

點
管理學院 108/04/25 1.5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

一般課程
教育部 108/04/25 6小時

選修
Adobe Creative Cloud 2019 安裝授權認

證及使用方式研討說明(二)
資訊中心 108/04/26 2小時



選修 企業的危機與管理 公共衛生學系 108/04/26 2小時

選修 大專校院校園人權法治教育增能研討會 教育部 108/04/26 5小時

選修 浪漫的奇幻國度－土耳其 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108/04/26 1小時

選修
專業領域全英語授課(EMI)系列講座－周惠

那教授分享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108/04/26 1.5小時

選修 學校化學物質管理及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教育部 108/04/29 6小時

選修 畢業生調查研習會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

導組
108/04/30 2小時

選修
導師知能研習：當學生跨越法律邊界時，

導生輔導該如何介入
學生輔導中心 108/05/01 2小時

選修
爬蟲初體驗，運用python selenium 套件

實作 Instagram 爬蟲程式
資訊管理學系 108/05/01 2小時

選修 輔導這件事～談大學導師的介入與自處 織品服裝學院 108/05/01 1.5小時

選修 聖言會單位人物懇談－理工學院院長專訪 聖言會特色使命發展室 108/05/01 1小時

選修
中國聖職人物懇談－教育學院曾慶裕院長

專訪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 108/05/02 1.5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