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勞工大學職能管理學院訓練課程 
(年滿 15 歲，設籍於臺中市之在職勞工或工作地在臺中市之在職勞工即符合一般生資格喔 !)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一般生 自費生 教材費 課程資訊 

基礎 AutoCAD 電腦繪圖訓練 4/18-6/6 星期日(48 小時) 09:00-16:00 2400 4800 600 報名點我 

向專業挑戰-就業服務法實務解析 5/2-6/6 星期日(36 小時) 09:00-16:00 0 3600 300 報名點我 

高效率 Excel 基礎實務應用 5/4-6/3 星期二、四(30 小時) 18:30-21:30 1500 3000 400 報名點我 

高效率 Excel 進階實務應用 6/17-7/20 星期二、四(30 小時) 18:30-21:30 1500 3000 0 報名點我 

勞資爭議實務解析 6/19-7/24 星期六(36 小時) 09:00-16:00 0 3600 150 報名點我 

進階 AutoCAD 電腦繪圖訓練 
6/20-8/7 星期六、日(48 小時) 

週日上課:6/20、6/27，後續為週六上課 
09:00-16:00 2400 4800 0 報名點我 

 

臺中市政府勞工大學專題講座 (不限資格，免費參加 )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講師 課程目的 課程資訊 

職業災害實務案例爭

議解析 

5 月 12 日 

(星期三) 

09:00-12:00 

共計 3 小時 

李佑均 

律師 

職業災害之發生，因為勞工在身體健康上及經濟生活上均面臨重大挑戰，所以往往

與公司間易形成一觸即發的緊繃情況。此時，公司應對上稍不注意，即動輒得咎，

除可能面臨勞工所提起的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也將面臨勞工局、檢調單位的介入。

故而勞資雙方面對職業災害時，應有充分的認知，認識職業災害的風險，才可以妥

適的控制職業災害所衍生的風險。 

報名點我 

問題解決與創意思考 

6 月 16 日 

(星期三) 

09:00-12:00 

共計 3 小時 

張元任 

講師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許多企業面臨環境變動、競爭加劇、顧客喜好轉移等因素影響，

伴隨而來的產能閒置(或不足)、訂單萎縮(或激增)、員工士氣波動…等問題將逐步浮

現。本課程以活潑生動的體驗式教學，將可凝聚團隊共識蓄積能量、發揮創意思考

能力解決問題、展現無比韌性，為企業願景共同打拼。 

報名點我 

 

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課程須於開課前 1 個月上網報名 ) 

課程名稱 課程時間 講師 課程大綱 政府補助 學員負擔 課程連結 

高效能主管管理

才能提升訓練班 

(36 小時) 

110/4/17 

｜ 

110/5/29 

梁鈺雯 

顧問 

以基礎管理力、工作計畫力、工作關係力、工作培育力、團隊領導力及

邏輯思考力等職能設計，來建構及提升主管應具備的能力，藉由管理職

責與當責管理以建構逹成任務目標的基礎認知，學習擬訂工作計畫以有

次序地往目標邁進，提升主管與部屬間的溝通，更佳維繫良好工作關

係，強化部屬培育與工作敎導技巧以快速培養接班人，藉由不同的領導

力技巧以打造高績效團隊的協作能力，再藉由邏輯思考能力的提升以落

實及發揮管理效益，進而逹成公司所授予之目標及未來發展方向。 

4592 1148 如何報名 

心智圖與九宮格

創新管理實務應

用班 

(30 小時) 

110/4/24 

｜ 

110/5/22 

黃皇凱 

顧問 

本課程學習高效能的全腦整合心智圖與九宮格方法，提升左腦、右腦能

力與整合能力。利用心智圖軟體操作方法，瞭解心智圖與九宮格在管理

各領域的實務內容與運用。九宮格用最好的方法來找到問題與解決問

題，可運用於人脈經營、生涯規劃、目標設定、時間管理、日週月計畫、

會議記錄、5W1H、行動計畫等方面。 

3864 966 如何報名 

職場 office 電腦專

業實務應用班 

(54 小時) 

110/4/24 

｜ 

110/6/26 

王淑婚 

老師 

提升資訊應用能力，從電腦操作、文書作業處理及試算表應用，學習熟

練辦公室軟體及整合應用能力，善用資訊化的便利性。由淺入深逐步培

訓學員對辦公室電腦軟體認識，針對文書功能及公式編輯與函數應用，

學習透過軟體專業的分析工具商業資料分析數據範例，引導學員針對商

業行為產生的數據進行圖表化，並培養圖表化的技術與能力。 

6048 1512 如何報名 

 

企業經營管理講習 
最新講習活動 時間 講師 課程目的 會員價 非會員價 報名連結 

生管如何作好訂單答交、排

生產排程、下製令、進度監

控、確保訂單準時交貨 

3 月 31 日 

(星期三) 

09:30-17:30 

共計 6 小時 

歐陽秀山 

顧問 

在現今工廠製造管理中，經常面對顧客下緊急訂單、新訂單、

訂單變更、取消訂單，常見生管與業務人員產銷協調發生問題，

以致相關部門及人員忙於處理善後，產生許多衍生成本，最主

要是造成訂單未能準時完成，訂單的交期達成率 (On time 

delivery)差，顧客服務水準無法提升。因此，生管如何做好產銷

協調佔著重要的一環。 

800 1,500 報名點我 

最新營所稅結算申報實務

與疑義解析 

4 月 21 日 

(星期三) 

09:00-12:00 

共計 3 小時 

易昌運 

會計師 

本課程協助學員瞭解營所稅相關問題及申報問題解析，並針對

109 年營所稅申報書重點及重要解釋函令說明，另外針對剛通過

的稅改法令，做及時的補充說明。 

會員 

免費 
750 報名點我 

薪資結構及薪酬管理設計 

4 月 22 日 

(星期四) 

09:30-16:30 

共計 6 小時 

王慶東 

顧問 

薪資問題高居員工不滿意度的榜首，也是企業留不住人才的最

重要因素。如何設計一套具有競爭力的薪資制度，讓有能力、

有績效或承擔工作較繁重人員的薪資得以合理化，滿足其預期

心理，強化優秀人員的留任意願及自動自發工作，同時又能針

對高薪低就或績效不彰人員薪資做內部薪資盤點，是本課程設

計規劃的宗旨，也是企業 HR 人資及負責人最需要學習的一門經

營管理專業課程。 

800 1,500 報名點我 

客戶信用與應收帳款管理

實務 

5 月 25 日 

(星期二) 

09:30-16:30 

共計 6 小時 

侯秉忠 

顧問 

本課程適用於各行各業，是當前企業老闆與員工的必備管理知

能，也是企業將財務風險管理落實 至日常營運管理的第一步，

可讓您一次養成客戶風險管理與應收帳款控管及分析能力。課

程之設計包含了客戶信用風險管控之事前、事中、與事後之管

理。其目的在防範控制、降低應收帳款給企業帶來之營運風險，

減少企業的壞帳損失，以增加企業的獲利能力和競爭力。可讓

學員深入了解客戶信用管控與經營績效指標之關係、熟悉企業

信用管理的流程與步驟、提升業務人員對客戶風險管理的預警

能力、養成業務及財務人員對應收帳款的控管及分析能力、並

能運用金融工具規避應收帳款風險暨解決融資需求。 

800 1,500 報名點我 

 

政府好康資源快報 
政府補助計畫 計畫說明 洽詢方式 

企業輔導團 

✪免費顧問診斷及輔導✪ 

台灣人口逐年老化及少子化，造成未來勞動力缺口日漸擴大，為協助事業單位減少勞

動力短缺的衝擊，邀請各類產業專家學者組成「企業輔導團」，提供事業單位夥伴免費

諮詢輔導服務，解決事業單位人力資源管理、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及政府各項補助資源

運用，期能提升企業中高齡及高齡者友善職場環境。 

輔導申請連結 線上申請請點我 

洽詢電話：04-25262934 分機 425、426 

個別工作指導補助計畫 

✪補助企業聘用中高齡者✪ 

為協助中高齡穩定就業並鼓勵事業單位進用中高齡者，只要新聘用 45 歲以上全職中高

齡及高齡者即可申請「個別工作指導補助計畫」，一個單位最多可補助 3 萬元哦！ 

洽詢電話： 

04-22289111 分機 36485 

04-25262934 分機 434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補助企業工作崗位訓練✪ 

勞動部鼓勵企業聘用 15~29 歲社會新鮮人，秉持著「先僱用後訓練」的精神，企業依

照職務設計專屬且實務性的工作崗位訓練，每聘用 1 名 15~29 歲的青年，勞動部將補

助公司在崗工作訓練費用每人每月 12,000 元！ 

110 年 6 月 30 日前申請，最高補助 540 萬。 

☑補助每人每月 12,000 元  ☑每人最多可補助 9 個月 

詳情請洽 04-25262934 分機 1 

或 LINE 好友搜尋@ptj3875w 

歡迎加入 LINE@專人服務 

勞工大學產業員工專班 

✪補助企業辦內訓✪ 

補助企業辦理內部教育訓練，評估診斷量身規劃所需課程，另可協助智慧機械產業創

新培育模組課程，同一企業 2 年內不可重覆相同課程，同一年度最多可申請 64 小時。 

申請資格：設立臺中市之製造業中小企業（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下)；服務業(員工人數

100 人以下)或是營運總部進駐於臺中市的大型企業單位皆可申請。 

洽詢電話：04-25262934 分機 408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65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1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2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3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5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6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7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78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50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48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45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40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504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80
http://www.thiu.org.tw/class_detail.php?id=1482
https://forms.gle/dueh2EhKSEZEEWEw7
http://www.thiu.org.tw/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fwu1570w&openerPlatform=webview&openerKey=webview%3AunifiedSearch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fwu1570w&openerPlatform=webview&openerKey=webview%3AunifiedSearch

